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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４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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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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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环保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０００５４４

４、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参与董事９人，实际参与董事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５、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通过《
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通过《
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中原环保宜阳碧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通过《
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４

姓名

郑玉民

张一帆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６号东方鼎盛中心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６号东方鼎盛中心
Ａ座１０层
Ａ座１０层

电话

０３７１－５５３２６６１６

０３７１－５５３２６９６９

电子信箱

ｚｙｈｂ＠ｃｐｅｐｇｃ．ｃｏｍ

ｚｙｈｂ＠ｃｐｅｐｇｃ．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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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元）

７４７，７０８，１９６．４１

４８１，９３６，８５８．９９

５５．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７１，４４０，３２７．７６

１７６，７４６，７６７．５３

－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６３，９９８，９０７．４１

１６８，９１９，２２９．０５

－２．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４９９，３９０，９１８．８３

２５９，６９９，８１０．００

９２．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２％
本报告期末

３．２０％

－０．２８％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９，４４８，６９９，３１７．１１

９，０８６，８４８，１５２．０８

３．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５，７１４，０５７，８０６．８０

５，７８５，９４４，１３９．６４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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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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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公用事业
投资发展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４．７７％

郑州投资控股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２．４３％

申万菱信基
金－工商银行－
陕国投－陕 国
投·新 毅 创 赢
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２．４０％

大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３，６４６，３３３

２３，４０６，４８５

３，２３１，２００

文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３，１７０，３１４

赵少威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２，２００，０００

张育坚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２，１５２，３３２

金镇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周晓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７２６，３５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的说明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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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以来，按照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总战略、总目标、总要求，公司强化生产经营，深
化技术研发，优化投资发展，创新经营管理，多点发力、重点突破、统筹联动，生产经营稳中向
好，技术研发成效显著，投资发展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规范有序，队伍建设全面加强，风险防
控切实有效，公司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
一）公司治理
根据《
公司法》、《
证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业务需要和董事会工作安排，上半年共筹
备召开董事会会议５次，股东大会会议１次。 共提交董事会审议１５项议案，股东大会审议６项议
案。
（
二）国企改革
五突破，一加强”目标任务，
２０１９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统一领导下，公司围绕国企改革“
按照“
双百行动”综合改革方案和工作台帐稳步推动各项改革工作，全面建立市场化机制，增
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
三）经营管理
１、生产运营。 公司持续推进智能化管理，智慧水务、智慧供热等建设成效显著，逐步实现
生产运营数字化、自动化、精细化。 上半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持续发展，各水务单位稳定高效
运营，技术研发成果生产转化效果良好，生产经营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强化；公司供热面积
持续增加，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显著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供热业务服务能力稳步增强。
２、科技创新。 公司全面强化技术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研发体
系，激发创新活力，在污水深度脱氮、脱色关键技术领域实现新突破，再获新成果。 公司坚持
“
技术＋资本”双轮驱动，利用资本和技术的融合，稳步拓展市场应用，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３、投资发展。 上半年，公司聚焦主业、精准发力，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原区生活
垃圾分拣中心综合服务项目、周口市中心城区水系综合治理建设（
一期）项目、都匀市区建筑
垃圾清运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先后落地。 此外，巩义市生态水系建设工程项目、方城县甘
江河、Ｓ１０３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民权县水务工程一体化建设及改造项目等建设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
４、工程管理。 伴随公司业务发展和投资项目持续落地，大批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公
司遵循“
安全、绿色、美观、实用”的原则，加强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牢牢守住安全施工的底
线，紧紧抓住文明施工的生命线，坚持绿色施工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
齐头并举，事前控制与过程监督统筹兼顾，全方位、多举措确保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
三管三必须”的要
５、安全生产。 严格落实“
求，层层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逐级落实分解责任，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
人、不留死角”的安全工作格局。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综合
应急演练１０余次，努力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殊工种
作业人员持证率１００％，营造了“
全员安全、安全全员”的浓厚氛围。
四位一体”风险管理
６、风险防控。 全面加强风险防控，推动风险防控信息化建设，开展“
系统项目建设，围绕风险管理，实施智能管控，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有效防控风险，保障公司
规范运作。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锐意改革，创新发展，强化生产经
营，高质量投资发展，深化技术研发，创新经营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有效防范风险，全面打造
行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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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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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经公司第八届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董事会第二十
１）资产负债表中“
“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 二次 会 议 、 第
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列示； 八届监事会第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
应收票据”本期金额２，５３０，０００．００元，上期金额５，
款”，“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２９０，８７１，９８７．７２元，
７７２，５５１．４０元；“
上期金额５４９，５７８，０９４．８１元；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
付账款”，“
应付票据”本期金额０．００元，上期金额０．００元；
“
应付账款”本期金额３６６，１６９，０８２．１０元，上期金额３８８，
１８２，３５５．９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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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
郑州）水环境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本公司与知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中原环保知和（
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５５．００％；
郑州）厨余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本公司设立中原环保（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４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３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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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向公司全体
１、通知时间：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表决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３、会议方式：通讯方式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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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向公司全体监
１、通知时间：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表决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３、会议方式：通讯方式
４、出席会议情况：会议应参与监事５人，实际参与监事５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５、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通过《
赞成票５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全体监事经审核认为，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愿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通过《
赞成票５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全体监事经审核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２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７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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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有关具体内
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
财会〔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６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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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编制执行。
２、变更日期
自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开始执行。
３、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１５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４、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按照财会 ［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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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如下：
（
１）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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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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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负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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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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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号填列）”；增加“
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项目等。
（
３）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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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
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
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规、规范性文件及《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４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８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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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中原环保”）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保证合同》，对被担保人中原环保宜阳碧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阳
阳支行签署《
碧水”） 与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阳支行拟签订的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１０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本担保事项经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被担保人名称：中原环保宜阳碧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２、成立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３、注册地点：洛阳市宜阳县城关镇西街村
４、法定代表人：孔祥荣
５、注册资本：５５３５．８８万元
６、主营业务：污水处理；污泥处置；中水利用；水处理设备安装；水处理工程及相关业务；
环境卫生管理。
７、股权结构：中原环保持股６３％，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２７％，宜阳县城乡建设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１０％。
８、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９、资产及财务状况：
全部为流动负债，无银行贷
２０１８年经审计资产总额４，１０７．１９万元，负债总额６５．９９万元（
款），净资产４，０４１．１９万元；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１７，２４５．２６万元，负债１１，７０９．３８
万元（
全部为流动负债，无银行贷款），净资产５，５３５．８８万元；项目处于在建期，尚未产生营业
收入和利润。 宜阳碧水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宜阳碧水拟申请项目贷款金额１５０００万元， 中原环保对贷款额度的７０％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１０５００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贷款额度的３０％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４５００万元；
根据财金［
２０１９］１０号文规定，政府方宜阳县城乡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不符合担保条件，不
参与本次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宜阳碧水顺利实施宜阳县污水处理给排水管网工
程。 宜阳碧水自注册成立以来，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按计划稳步建设项目工程，与政
府、股东、施工单位等各方合作良好，董事会认为宜阳碧水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合计１０５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１．７３％；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六、其他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担保事项进展和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６０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购孙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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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在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因工作人员疏忽，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致使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发生额数据填写有误，具体更正如下：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九、对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份经营业绩的预计）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盛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上海盛蔚”）近日与孙公司黑河银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黑河银泰”）
的少数股东大兴安岭怡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兴安岭怡华”）签订《
股权转让协
议》，上海盛蔚受让大兴安岭怡华持有的黑河银泰５％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黑河银泰为
公司全资孙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交易完成后黑河银泰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有
助于公司进一步明晰业务发展途径及组织架构，提高对黑河银泰的决策效率，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项目
万元）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

更正后
－５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４７０．５５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Ｌ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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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４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４４
３０２，７６６，０５９

４６，４５５，８２１

０．３３％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８

股票简称

阳光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１１２号阳光大厦１１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３６１０８８

电子信箱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ｅ＠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ｅ．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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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元）

１０８，０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０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１．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５，７９１，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８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３６，９１１，０００．００

－５７，８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５８，７４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１８２，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０８

－１３７．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０８

－１３７．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７％

１．９６％

本报告期末

－２．８３％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６，１９８，５８７，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３，２７１，０００．００

－５．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９４０，６４９，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４，２１９，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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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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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境外法人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ＬＴＤ．

２９．１２％

上海永磐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５％

９１，８２７，５３８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６．２０％

４６，５２４，２６５

数量

２１８，４００，０００

宋梓琪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９％

３６，６４９，０６１

周增希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９％

２３，１３８，９７３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
其他
金５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１．５３％

１１，４５７，０００

上海衍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衍金共生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１．４５％

１０，８５８，０４５

高志兴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黄鑫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伍美成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３％

８，４７１，２０１

９，０５０，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高志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１０，５００股，通过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０股，
实际合计持有 ９，０５０，５００股，位列公司第八大股东。 公司股东黄鑫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０股，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９，０００，０００股，实际合计持有９，０００，０００股，位列
公司第九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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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
１）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阳光新业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光业０１
２０１６ 年 非 公 开
公司债券

到期日

１１８７６０

债券余额（
万元）

２０１９年０７月１９日

利率

２０，５００

９．５０％

（
２）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４２．４１％
项目

４３．３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ＥＢＩＴＤＡ利息保障倍数

－０．９０％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１．１

２．０６

－４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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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摩擦依然严峻的外部形势及内部经济转型压力下，
运行基本平稳。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数据，上半年全国ＧＤＰ实现约４５．１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６．３％，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约６．４％，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约６．２％。 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消费、服务型消费增长快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６０％。 下半年，
贸易摩擦的持续性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经济增长的外部压力依然较大。 但随着大规模减税
措施的实施、关税水平的大幅降低以及新型产业的投资带动，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企稳。
２０１９年随着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逐步建立，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引导资金脱虚入实的宏观
政策，房地产行业面临诸多调整。 在各家银行陆续提高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金融机构限
制信托等非标类融资，以及公司债兑付高峰的来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面将比２０１８年承受较
大压力。 随着政策引导及扶持，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长租公寓类等新业务，单一的住宅开发
销售业务未来将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风险。 商业经营性物业市场，将持续受到电子商务的
影响，只有特色类的“
刚需”类消费项目才能得以存活。 老旧或经营不善的商业物业都将面临
闭店调整的命运。 办公楼市场总体稳定，但面临经济发展和企业扩张放缓、城市更新等特色
办公项目入市竞争的影响，办公物业的空置率有所提高，租金面临一定下滑压力。 同时随着
共享办公及楼宇智能化的发展，传统办公项目将面临压力。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增速同比有所放缓。 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增速出现分化，
不同规模量级以及不同公司性质的公司增长也出现分化。 土地市场前高后低，随着地产非标
融资收紧及公司债集中兑付压力，预计下半年土地市场将继续趋于理性。 房地产市场集中度
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销售规模过千亿企业超过１２家， 预计全年千亿企业有望达到４０
家，Ｔｏｐ１００企业门槛将大幅提高。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各项经营工作稳定， 并根据公司具体情况转让了北京北苑项目所持
股权，同时及时收回了济南建大项目原有一级开发土地收储投资。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
项目名称

业态
商业

北京阳光上东项目

住宅

地区

２０１９年期初
可供出售面积

２０１９年
已出售面积

２０１９年
结算面积

５，７９４．００

－

－

９，９４２．９９

－

北京

办公
成都锦尚中心项目

商住公寓

成都

商业

－

２７，６８９

－

－

２１，３９１

９８．９４

９８．９４

８，２０４

－

－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房地产出租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
项目名称

业态

地区

权益比例

可租赁面积

出租率

阳光上东

商业

北京

１００％

９，０９６

通州瑞都商业

商业

北京

５１％

３２，３７７

１００％

成都Ａ－Ｚｔｏｗｎ

商业

成都

５５％

５５，８１３

１００％

２７，６８９

４３％

成都九眼桥

商业（
购物中
心）

成都

７１％

３２，８５５

８１％

８，２０４

９３％

办公

商业（
底商）

９８％

天津北辰

商业

天津

９０％

２５，９６７

５０％

上海新业中心

办公

上海

６０％

４５，８６５

３％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分地区的营业数据表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北京地区

６５，９３３，０００．００

５，４２７，０００．００

９１．７７％
１００．００％

天津地区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

－

四川地区

３８，３６６，０００．００

７４３，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６％

上海地区

１，１４２，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财务融资情况表
类别

期末余额

本期融资成本区间

融资期限（
年）

万元）
期末融资总额（

１７３，０００

４．９％－９．５％

３－１２年

其中：银行贷款（
万元）

９８，５００

４．９％－５．６３５％

８－１２年

公司债券（
万元）

２０，５００

９．５０％

３年

信托融资（
万元）

５４，０００

８％

３年

以上数据截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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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３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天海防务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Ｌ６１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０００６０８

董事会秘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
１、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３０日发布的《
财会［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 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
２、公司将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９日发布的《
交换》（
财会［
２０１９］ ８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
３、公司将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１６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 ９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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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注销三家子公司，包括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西安光华瑞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沈阳阳光瑞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８

数量

４５３，０３４，２０４ 质押

６８．７３％ ６６９，８５５，１４７

河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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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２０１９年８月７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或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董事７人，
实出席董事７人，其中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美云女士、韩俊峰先生；董事张缔江先生、李国
平先生采取通讯表决方式，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 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董事会保证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二、 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修订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要求，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独
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Ｌ６2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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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２０１９年８月７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或
“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监事３人，
实出席监事３人，其中监事符海鹰先生采取通讯表决方式。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出具的审
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监事会及全体监事愿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
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Ｌ６4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
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变更原因
（
１）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财会〔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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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施行。
（
３）债务重组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
〔
２０１９〕９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施行。
２、变更日期
（
１）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公司在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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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适用新
财务报表格式。
（
２）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
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准则。
（
３）债务重组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的《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
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
３、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４、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
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鉴于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将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附件１和附件２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主
要变动内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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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将资产负债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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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收款项融资项目”项目。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２）将利润表原“
－”号填列）”；将
原“
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以摊余成本计
－”号填列）”。 增加“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项目。
（
３）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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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１）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
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
２）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
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
３）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３、债务重组
（
１）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
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
融工具范畴。
（
２）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
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
３）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
４）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文件的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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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不涉及公司业务范
围的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及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修订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要求，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
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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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曲立新先生逝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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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海防务”或“
公司”）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天海防务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沉痛公告，公司董事会收到董
事、副总裁曲立新先生家属通知，曲立新先生于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２２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曲立新先生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忠实履行了作为董事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为公司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曲立新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曲立新先生逝世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减少至８人，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０８月２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