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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赛象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焦君涵 王佳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

9

号 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

9

号

电话

022-23788169 022-23788188-8308

电子信箱

tstzqb@sina.com tstzqb@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300,600.07 142,412,434.86 2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71,239.32 -28,339,863.57 4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863,899.32 -32,618,037.44 4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315,659.38 -12,451,200.44 47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2.37% 1.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62,382,417.29 1,526,630,715.79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3,119,474.77 1,213,772,842.83 -1.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4,3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5% 189,230,000

张建浩 境内自然人

3.76% 22,1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23% 7,250,500

肖逸民 境内自然人

0.20% 1,180,700

叶明 境内自然人

0.18% 1,057,100

王敏 境内自然人

0.15% 879,800

王伟民 境内自然人

0.14% 850,900

李克明 境内自然人

0.14% 836,050

袁斌 境内自然人

0.13% 747,300

顾剑红 境内自然人

0.12% 721,6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浩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短期经济上行动力不足，国

际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为确保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管理层发扬“以诚做人，

用心做事，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调整战略部署、优化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企业内在竞

争力，积极推动开源节流，对外以客户为导向，不断开拓市场，紧抓住机遇，对内加强内部管

理，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加强资产管理、降本增效，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报告期采取的主要措施：

（1）.优化产业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世界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大势，进一步加强在设备自动化及

工业物联网领域的研发力度，打通贯穿各生产环节设备数据通路，力争对已售设备提供全生

命周期服务。

（2）.加强资产管理，增加管理收益，降低资产减值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设专人对应收账款进行管理，加大回款力度，确保资金快速回笼，降低坏

账风险，同时配合预算管理和资金筹划，并对闲置资金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获得了额外的

经营收益，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2,035.86万元，上年同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386.59万元，同比上升3,013.31%，收效显著。

（3）.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降本优化小组，对企业运营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制定方案，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管理，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基层员工均能发扬主人翁精神，从源头

杜绝成本浪费。

（4）.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订单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为保证产品正常交付，公司管理层加强各部门

有效沟通，在有效控制人员增幅的前提下，实现同期生产交付合同额提升29%；此外，报告期

内公司继续加强内控管理，增加更为全面的内控事项和过程管控，结合政策、法规的实时变

化情况，进行合规性审查，有效确保股东权益的同时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5）.加强梯队建设，储备优秀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对各部门人员配置进行了充分调研，通过降本增效、工作效率提升等项目

的推动，对基层员工的工作能力、发展潜力、企业责任感等进行了深入培养 ，有效激发员工

积极性，为企业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626.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0.7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647.12万元，同比上涨41.88%。预计下半年，伴随集中发货，公司产值会较上

半年大幅提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

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

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准则”）， 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

8

月

12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根据财政部2019�年 4�月 30�日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

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增加“交

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

负债” ， 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长

期应付职工薪酬” 等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 号填列）” ；增

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 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

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影响公司净资

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1）准则

①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

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三类；

②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

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③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

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⑤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 更好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将按照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

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进行追溯调整。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不会对公司2018年末的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经

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影响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82,427,215.52 82,427,215.52 82,427,215.5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2,427,215.52 -82,427,215.52 -82,427,215.52

不适用

应收账款

352,472,319.76 -4,893,421.69 -4,893,421.69 347,578,898.07

其他应收款

9,996,719.87 -26,730.00 -26,730.00 9,969,989.8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59,378.88 -1,559,378.88 -1,559,378.88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1,559,378.88 1,559,378.88 1,559,378.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347,096.79 738,022.75 738,022.75 28,085,119.54

盈余公积

68,435,666.57 -418,212.89 -418,212.89 68,017,453.68

未分配利润

132,114,259.56 -3,763,916.05 -3,763,916.05 128,350,343.51

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82,427,215.52 82,427,215.52 82,427,215.5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2,427,215.52 -82,427,215.52 -82,427,215.52

不适用

应收账款

267,790,986.86 -4,893,421.69 -4,893,421.69 262,897,565.17

其他应收款

28,823,386.64 -26,730.00 -26,730.00 28,796,656.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842,236.08 738,022.75 738,022.75 33,580,258.83

盈余公积

68,435,666.57 -418,212.89 -418,212.89 68,017,453.68

未分配利润

195,466,939.79 -3,763,916.05 -3,763,916.05 191,703,023.74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晓辰

2019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37� � �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8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8月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上午10:00在天津赛象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晓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五名，实际出席董事五名，全体

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天津赛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本公司拟在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井

源）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共计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资金需求情况，选择银行，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此次授权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37� � �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1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下午14：00在天津赛象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三人，监事会主席主持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半年度报告无异议，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37� � �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0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赛象科技）拟在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

司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井源）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共计不超过5000万人民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资

金需求情况，选择银行，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此次授权有效期限为：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取得了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 并经2019年8月22日赛象科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上述担保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

名称：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4月29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万安村工业区一号厂房101

法定代表人：周正军

注册资本：2,493.704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专用设备制造业。

赛象科技直接持有广州井源76.07%股权，广州井源为赛象科技的控股子公司。

2.�截至2019年6月30日，广州井源的主要财务指标为：（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广州井源

129,636,244.08 94,405,020.13 21,730,734.68 -1,227,258.61

三、董事会意见

广州井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且其经营情况良好，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支持上述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

展。

此次对外担保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违背的情况，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效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10，000万元，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7%。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

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899� � �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9-052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 Victor� Limited）、持股5%以上的股东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与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new/index） 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景林景途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林景途” ）及其一致行动人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以下简称“景胜伟达” ）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7,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00%）。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殷富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殷富中国” ）及其一致行动

人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文旅” ）计划以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00%）。与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拥湾” ）计划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63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6%）。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

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公

司于近日收到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殷富中国、湖南文旅、青岛拥湾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19年8月22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现将该等股东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景林景途及景胜伟达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9/7/1 13.84 60 0.50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 Victor Limited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7/1 13.84 60 0.50

合 计

120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393.65 3.28% 333.65 2.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3.65 3.28% 333.65 2.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景胜伟达有限公司（

Energy Victor

Limited

）

合计持有股份

382.87 3.19% 322.87 2.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2.87 3.19% 322.87 2.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截至目前，景林景途持有公司333.65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景胜伟达持有

公司322.87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9%，二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56.52万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7%，仍为合计持股5%以上大股东。

（二）殷富中国及湖南文旅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

）

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6

月

18

日

13.35 10 0.08

2019

年

6

月

19

日

13.50 53 0.44

2019

年

7

月

1

日

13.80 27 0.23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6

月

18

日

13.50 5 0.04

2019

年

6

月

19

日

13.50 25 0.21

合 计

120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

）

合计持有股份

861.52 7.18 771.52 6.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61.52 7.18 771.52 6.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339.37 2.83 309.37 2.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9.37 2.83 309.37 2.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截至目前，殷富中国持有公司7,715,2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3%，湖南文旅持有

公司3,093,700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8%， 二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808,

9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01%，仍为持股5%以上大股东。

（三）青岛拥湾减持情况

截至2019年8月22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青岛拥湾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青岛拥湾仍然持有公司4,633,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殷富中国、湖南文旅、青岛拥湾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其在相关承诺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3、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殷富中国、湖南文旅、青岛拥湾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截至目前，景林景途、景胜伟达、殷富中国、湖南文旅、青岛拥湾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

施完毕，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上海景林景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景胜伟达有限公司（Energy� Victor� Limited）出

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2、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湖南文化旅游创

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3、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关于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等销售机构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19年8月26日起在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基金” ）、上海

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蚂蚁”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好买” ）、南京苏

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基金”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

卷基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北

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明泽”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浪仓石”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鼎耀华” ）、上海

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国美”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湾基金” ）、通华财富（上海）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财富”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禄基金”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挖财”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金信”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丰基金” ）、北

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虹点”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正达广”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基金” ）、民商基金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商基金”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金牛”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诚财富” ）、中民财富基

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财富”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兰德”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景基金” ）、乾道盈泰基

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道盈泰” ）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财通资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169301，C类：169302）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上述公司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参加上述公司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

办理规则、程序及折扣费率请遵循其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敬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ctzg.

com）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三、投资者可通过各销售机构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733

网址：www.leadbank.com.cn

3、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5、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6、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howbuy.com

7、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8、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9、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99

网址： www.erichfund.com

10、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11、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12、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80-618

网址：www.chtfund.com

13、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s://fund.sina.com.cn

14、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9868

网址：www.tdyhfund.com

15、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20219990

网址：www.gw.com.cn

16、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1-0889

网址：www.gomefund.com

17、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1515

网址：www.zhengtongfunds.com

18、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01-9301

网址：www.tonghuafund.com

19、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

20、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网址： https://wacaijijin.com/

21、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919

网址：www.fengfd.com

22、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23、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24、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67-523

网址：www.zzwealth.cn

25、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8-1188

网址：www.66zichan.com

26、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206002

网址：www.msftec.com

27、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28、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11-999

网址：www.taichengcaifu.com

29、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6-5716

网址：www.cmiwm.com

30、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www.new-rand.cn

31、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3-6885

网址：www.qianjing.com

32、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8-8080

网址：www.qiandaojr.com

33、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6

网址：www.ctzg.com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19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东医疗

600055

华润万东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志林 何一中

电话

010-84569688 010-845696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

3

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9

号院

3

号楼

电子信箱

wdyL055@263.net.cn wdyL055@263.net.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10,246,614.52 2,439,393,133.09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4,015,911.12 1,964,522,853.37 -1.55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851,425.30 -103,847,616.92 -25.04

营业收入

378,121,887.32 380,436,835.24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39,848.33 42,550,922.10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88,490.63 36,489,014.19 7.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4 2.28

减少

0.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2 0.079 3.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2 0.079 3.8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8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2 144,510,115 0

质押

101,100,000

俞熔 境内自然人

22.00 118,979,563 0

无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35 12,720,044 0

未知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盛宇十二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5 11,624,839 0

未知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4 8,869,031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8,000,079 0

未知

上海朱雀乙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18 6,360,021 0

未知

束美珍 其他

1.10 5,970,985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3 4,500,040 0

未知

卞雪莲 其他

0.81 4,393,32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显示以上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针对基层市场和细分市场的需求变化，公司适时推出多款DR新产品，不断丰

富DR产品线， 持续保持在DR市场的竞争优势。 针对县域市场的升级需求， 公司完成新款

1.5T超导MRI和新款DSA血管介入治疗系统的CFDA注册认证。 新款1.5T超导MRI扫描速度

和图像质量均显著提高，实现抑脂成像、磁敏感成像、腹部弥散成像等高级序列扫描功能，满

足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临床检查要求。新款DSA产品优化了成像剂量和图像质量，有利于

在取消DSA配置证后，助力县级医院介入治疗中心的建设。公司积极在全国各重点区域组织

新产品推广活动，参加CMEF展会，上半年，1.5T超导MRI和DSA销售增速均明显高于去年同

期。

通过强化公司市场部和研发的沟通机制，掌握临床需求及临床使用场景，打造从需求端

到产品端的产品集成研发平台，形成持续输出有竞争力产品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重点

加强X-CT和B超业务的研发投入。16排CT以满足医院开展CT介入手术为重点方向，完成产

品稳定性和重建图像质量改进完善工作，预计下半年可小批量上市。公司加快自有品牌超声

产品的CFDA注册准备工作，完成针对基层医院、县级医院的多款超声产品样机，并已开始递

交受理，完成超声产品的生产场地、生产人员、销售和售后团队的前期组建准备工作。

报告期内，万里云线上业务持续快速增长，日均阅片量稳定在5万张以上；新建3家第三

方影像中心，线下业务收入已占万里云营收的50%左右；完善建设专业化云胶片、云存储、云

服务平台；肺部CT、健康肺、骨关节等人工AI阅片持续开展规模化试用。万里云业务基本成

熟，经营持续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812.19万元，较上年降低0.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4,433.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0%。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落实财政部 2017�年度发布及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当

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无重大影响，也不涉及对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财政

部2019�年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以下简称“一

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改” )(财会[2019]6�号)通知文件，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截至 2019年

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45.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宇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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