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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11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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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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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盛屯矿业

600711

变更前股票简称
雄震矿业

董事会秘书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亚鹏

卢乐乐

电话

0592-5891693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
座33层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财富中心A
座33层

电子信箱

zouyp@600711.com

lull@600711.com

公司代码：600280

于2019年8月28日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盛屯矿业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和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要求，公司决定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决议。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调整后

17,219,047,59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788,117,658.4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16,323,861,658.13

13,479,058,477.66

7,988,676,918.26

5.48

7,492,736,760.4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
流量净额

调整后

10.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107,364,419.26

-104,736,703.70

-343,201,648.03

14,109,695,538.65

14,799,385,665.49

13,616,683,803.46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4,039,976.46

397,751,295.91

377,552,039.40

-8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013,66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799

6.743

6.909

减少5.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0

0.222

0.238

-86.4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0

0.222

0.238

-86.49

营业收入

300,518,953.12

300,518,953.12

-1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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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11

440,952,794

272,017,381 质押

林奋生

境内自然
人

5.51

127,147,743

127,147,743 无

山高(烟台)新能源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
其他
伙)

3.84

88,702,928

88,702,928 无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深 圳 盛 屯 集 团
有限公司2017年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其他
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0 无

266,631,649

3.80

87,600,000

刘强

境内自然
人

3.21

74,163,592

74,158,592 质押

65,600,000

姚雄杰

境内自然
人

2.63

60,780,323

0 质押

60,395,00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31,175,732

22,175,732 无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

23,815,030

23,815,030 无

代长琴

境内自然
人

0.92

21,230,757

21,230,757 无

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20,920,502

20,920,502 无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
期）质押专户是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盛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22.90%股份。
2、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
致行动人。
3、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林奋生，所以林奋生和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
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4、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122350

发行日

到期日

2014年12月26日

2019年12月26日

债券余额
252,000,000.00

利率（%）
7.70

盛屯矿 业2015年公
15盛屯债
司债券

122472

2015年9月24日

2020年9月24日

3,000.00000

7.00

盛屯矿业非公开发
行2016年公司债券 16盛屯02
（第二期）

145167

2016年11月14日

2019年11月14日

99,000,000.00

8.0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18盛屯01
2018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143696

2018年6月25日

2023年6月25日

100,000,000.00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11
本报告期（1-6月）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7.62
上年同期

2.50

4.6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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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仍然聚焦锌、钴、铜、镍金属品种，加快优质产能并购，加快海外项
目建设投产，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整体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得到持续稳定发展。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总资产为172.19亿元， 同比增长5.48%； 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87.88亿元，同比增长10.01%。 受钴等金属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影响，2019年上半年业绩
有所下降，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10亿元，同比下降4.6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64亿元，同比下降83.90%。
报告期内，在资产并购及股权融资方面，公司于2019年4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2019年6月完成了8.16亿配套资金的募集，
公司资产规模和整体实力都得到了加强。 四环锌锗拥有22万吨锌，40吨锗冶炼回收产
能，为公司实力增强和业绩实现增加了新的力量。 2019年2月，公司启动收购恩祖里铜
矿有限公司，恩祖里拥有卡隆威采矿项目目前已探明资源量为：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
石平均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30.2万吨，钴4.27万吨。 拥有FTB勘
探项目在卡隆威外围，勘探总面积334平方公里。 目前收购正在推进中。 2019年6月，公
司启动发行24亿元可转换债券项目，投入刚果（金）30,000吨铜，5,800金属吨粗制氢氧
化钴项目等，申请在7月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报告期内，在新项目投产方面，公司在刚果（金）10,000吨铜，3,500吨金属吨粗制
氢氧化钴项目实现了投产，逐步产出产品，进入稳定经营生产阶段。 贵州华金金矿项
目也完成技改，恢复试生产。
（一）有色金属采选
报告期内，公司矿山主要生产品种为锌、铜、铅、钨、锡。 有色金属采选业务近年一
直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2019年1-6月主要矿山实现销售收入1.1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6.06%，毛利为0.8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9.02%，主要原因为受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
产大检查的影响，公司在内蒙的矿山埃玛矿业、银鑫矿业复工时间比往年推迟，公司
在下半年将合理安排组织生产，保障全年整体生产任务的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华金矿业完成技改恢复试生产。 公司在云南的矿山恒源鑫茂
矿业和大理三鑫矿业仍然处于证照办理和矿山建设阶段， 为未来矿山业务的进一步
增长打下基础。
（二）钴材料业务
受到钴价低迷的影响，报告期公司钴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86亿元，比上年同
期上涨8.72%，实现毛利-0.7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5.21%。
随着刚果盛屯资源的投产，和收购恩祖里铜钴矿事项推进，公司钴材料产业链进
一步完善， 拥有资源和当地生产产能将进一步夯实钴材料业务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
（三）金属冶炼及综合回收
公司金属冶炼及综合回收主要为锌锗产品和铜的冶炼及回收。 报告期内，公司金
属冶炼及综合回收实现营业收入25.49亿元，实现毛利2.50亿元。
报告期内，四月份并入的子公司四环锌锗年产22万吨锌产能处于达产状态，锗产
能也进一步释放，对上半年业绩产生重要贡献。 随着生产经营渐入佳境，行业景气，下
半年四环锌锗的业绩贡献有望进一步提升。
（四）金属贸易和产业链服务
公司金属贸易和产业链服务主要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
料采购、金属产成品购销，以及金属产业链上各项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金属产业链服
务实现营业收入101.5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07%。 实现毛利1.87亿元，比上年同期
上涨65.86%。
此外，公司已公告将出资145,427,425美元参与在印度尼西亚纬达贝工业园区投建
年产3.4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该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高冰镍43,590吨，高冰镍含
镍量34,000吨。 该项目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增加镍资源储备，扩大海外业务规模，提
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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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中“
五、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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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代码：600711

四、加强基础管理，优化流程，严控各项支出，提升企业竞争力。
公司持续加强各项基础工作管理，刷新百货经营决策文件，完善百货品牌招商激励机制，
修定安全飞行检查制度。 梳理优化授权审批流程体系，建立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流程型和时
效型为主的管理体系，推行以利润为指标的价值考评体系，梳理精简人员，严控各项成本费用
支出，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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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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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19-08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中央商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19-082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
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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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
计》。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
（三）会计准则修订
2019年5月9日， 财政部发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 号）， 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 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 〔2019〕9
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 更，
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要求， 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进行列报调整，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应收票据” 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
和“
应收账款” 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
目和“
应付账款” 项目。
对2018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项目
应收票 据及应收
账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后

调整前

674,822,815.50

调整后

93,512,624.40

应收票据

82,105,283.66

100,000.00

应收账款

592,717,531.84

93,412,624.40

应付票 据及应付
账款

2,658,926,850.93

512,522,899.13

应付票据

1,226,375,392.34

497,476,331.86

应付账款

1,432,551,458.59

15,046,567.27

（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公司
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 具体如下：
科目名称
货币资金

2018年12月31日
1,068,593,985.7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1,194,688.67

311,213,052.00

311,213,052.00
-100,171,480.08

16,249,151.41
405,754,118.8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调整数

1,159,788,674.38

100,171,480.08

衍生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9年1月1日

16,249,151.41
-405,754,118.84

104,490,911.00

104,490,911.00

97,488,005.76

93,910,481.16

-3,577,524.60

7,272,360.00

7,272,360.00

未分配利润

1,384,535,187.66

1,390,907,507.22

6,372,319.56

归属于母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合计

7,988,676,918.26

7,995,049,237.82

6,372,319.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8,550,914,250.97

8,557,286,570.53

6,372,319.56

衍生金融负债

（三）会计准则修订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的规
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 对 2019年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
指标不产生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规定， 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
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 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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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变更前股票简称

600280

南京中商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

祝珺

电话

李尤

025一66008022

025一66008022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

电子信箱

zyscdm@njzsgroup.com

zyscdm@njzs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15,269,302,80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5,891,719,277.78

1,453,162,386.91

公告编号：2019-081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何少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盛屯矿业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就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11

股票代码

-3.92

1,446,653,740.26

本报告期
（1-6月）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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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盛屯矿 业2014年公
14盛屯债
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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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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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中央商场

上年同期

0.4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7,130,108.20

-3,235,236.86

3,912,846,168.03

4,126,650,482.61

-5.18

6,508,646.65

70,090,791.01

-90.71

27,081,758.70

76,917,285.74

-64.79

0.45

3.72

减少3.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61

-9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61

-9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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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祝义财

境内自然人

41.51

476,687,416

0 冻结

476,687,416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0

166,500,000

0 冻结

166,500,000

3.02

34,711,808

其他

0 未知

许尚龙

境内自然人

0.84

9,593,000

0 未知

成少明

境内自然人

0.81

9,261,851

0 未知

许昊天

境内自然人

0.76

8,711,066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8,249,5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
其他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5

7,467,898

0 未知

吴娟玲

境内自然人

吴庆洪

境内自然人

0.64

7,309,766

0 未知

0.58

6,714,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祝义财先生为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祝义财先生与江苏地华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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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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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同比增长
8.4%，商品零售173,930亿元，同比增长8.3%。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化
妆品类同比增长13.2%，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百货零售主业运营总体平稳，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主业百货零
售销售较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紧跟宏观经济发展大势，以业绩为中心，着眼于
长远，心无旁骛苦练内功，紧紧围绕“专注、调改、转型、巩固” 八字方针，专注百货零售主业，
加快百货门店调改升级，推进部分百货门店购物中心化转型，大胆尝试品牌引进激励机制；
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推动地产项目代建、代销协议落地，强化线下营销活动的圈层性和
精准性；稳步巩固提升新业态项目经营业绩，逐步退出孕婴童、撒蕉的猩猩等持续亏损或不
达预期的部分新业态项目；梳理精简人员，严控各项费用支出。 2019年上半年，百货零售主业
业绩稳定，公司各项经营措施得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专注百货主业，挖掘优势门店潜力，不断提升百货零售业绩。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专注百货零售主业，进一步挖掘中心店、淮安店等优势门店潜
力，加快百货门店调改升级，加大弱势门店帮扶力度，大胆尝试品牌引进激励机制，不断优化
百货门店商品结构，加快品牌调整，通过优秀产品导入、功能升级，丰富门店功能，提高时尚
度，推进部分百货门店购物中心化转型，不断提升百货门店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根据年度开店计划，稳步推进沭阳百货、徐百大搬迁项目规划、招商等各项开业筹备工
作。
二、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推动地产项目代建、代销协议落地。
2019年上半年，地产项目委托代建、代销协议签订落地。 公司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重
新梳理地产各项目，调整部分项目规划，对部分项目重新定位定价，根据市场情况调高项目
售价提增部分项目货值。 严格控制成本，努力优化费用结构，积极改变营销模式，缩减企划公
司费用，减少线上媒体投放，强化线下营销活动的圈层性和精准性，地产项目降本增效初见
成效。
同时全力推进各项目后续建设以及沭阳百货、徐百大搬迁项目、盱眙商业街等计划开业
项目的装修工作。
三、重新审视新业态各项目，稳步巩固提升罗森便利店经营业绩。
根据年初计划，公司上半年重新梳理新业态各项目。 罗森新开项目慎重选址，开店稳步
推进，随着罗森便利店开店总量增加和良好运营，市场口碑持续提高，罗森便利店的经营能
力显著提升；上半年新开的AU79轻奢咖啡简餐、云妆BeautyCloud化妆品集合店按计划推进
中；同时对孕婴童、撒蕉的猩猩等持续亏损或不达预期的部分项目进行有序退出；新业态项
目逐步进入良性成长的发展轨道。

股票代码：600416

编号：临2019一04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8月27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祝珺先
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官国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简历附后）。
官国宝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任职资格，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不存在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董事会秘书的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官国宝简历
官国宝，男，1962年4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助理、副部长、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板块副总裁、证券投资部总经理。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持股
数量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280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股票代码：600280

编号：临2019--04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一一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通知》要求，现将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公司无门店变动情况。
二、 报告期内公司拟增加门店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沭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自建的百货商场拟于2019年9月下旬
开业。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一）公司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百货
零售

346,796.49

270,657.82

21.95

4.43

4.96

-0.40

商业
地产

40,672.78

32,993.42

18.88

-46.37

-41.33

-6.97

服务

3,815.35

3,791.08

0.64

-19.20

49.05

-45.50

合计

391,284.62

307,442.32

21.43

-5.18

-2.91

-1.84

（二）公司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江苏

349,609.31

-6.04

山东

11,474.78

-1.87

河南

11,352.86

-9.07

湖北

8,903.82

5.22

安徽

9,943.85

25.04

合计

391,284.62

-5.18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编号：临2019--042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其中委托2名，公司监事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珺先生主持，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编号：2019临-052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9年6月5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披露了《关于预挂牌转让控股
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26）， 为推进实施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公司拟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长
沙水泵厂70.66%股权。
2019年7月2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临-041），公司拟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长沙水泵厂70.66%股
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1元。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8月23日，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国有产权转让规则和转让公告约定，湖
南省一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一方科技” ）符合受让条件并按时缴纳保证金10万元整，
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一方科技拟以人民币壹元整（￥1.00）受让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水泵厂” ）70.66%的股权。
2019年8月27日， 公司与一方科技签署了 《产权交易合同》。 一方科技以人民币壹元整
（￥1.00）受让长沙水泵厂70.66%的股权。
上述《产权交易合同》中涉及的长沙水泵厂的借款担保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解除的问
题、 应付公司的往来款项及借款在三年内清偿的问题， 由受让方在湖南省国资委的协助下解
决。
三、交易对方情况
湖南省一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湖南省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湖南省一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谭剑
3、注册资本：106.4万元
4、注册地址/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桐荫里46号(省商业幼儿园内2号楼)
5、经营范围：食品研究；食品机械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开发、推广、服务；经销五金、交电、电
子产品、百货、纺织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主要股东：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湖南省一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一方科技资产总额637.8万元，负债总额492.2万元，净利润-73.5万
元。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长沙水泵厂股权的基本情况详见 2019年7月27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
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41）。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长沙水泵厂70.66%股权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9】第590016号评估报告，以2019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经评估的资产合计为
人民币16986.01万元，负债合计为人民币18244.69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58.68万元。 经公司
第七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同意以不低于人民币壹元整（￥1.00）的价格通过湖南省联合产权
交易所挂牌转让长沙水泵厂70.66%股权。
长沙水泵厂70.66%股权系通过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转让， 定价公
正、合理，成交价格公允。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产权交易的标的
公司合法持有的长沙水泵厂有限公司70.66%股权。
第二条 产权交易的价格
人民币壹元整（￥1.00）。
第三条 产权交易的方式
交易标的经资产评估确认后，通过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联交
所” ）挂牌转让，按照有关交易规则，采取场内协议转让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交易价格，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实施产权交易。
第四条 产权交易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受让方同意标的公司（含子公司）与在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承续劳动关系，且在《产
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内不得无故进行员工裁减（即解除劳动合同）。
第五条 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经双方协商约定，采用如下方式处理：转让前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标的公司继
续享有和承受。 新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或者享有其对标的公司的义务或权利。
受让方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负责解决公司为标的公司（含子公司）提供的7亿元借款担
保（详见审计报告）问题。 公司将不再为标的公司（含子公司）提供任何担保。
受让方就标的公司应付公司的往来款项（31875.02万元）及借款（16056.44万元）（详见审
计报告）提出解决方案，受让方保证标的公司三年内清偿应付公司的往来款项及借款，同时保
证在还款期间标的公司应向公司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第六条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资产处置
本合同不涉及该条款。

第七条 产权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和付款条件
1、为确保资金结算安全，双方约定，交易价款按照相关规定通过湖南联交所结算专户统一
结算。 湖南联交所结算专户资料如下：
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华融湘江银行雨花亭支行
账
号：8112 0309 0000 12268
2、付款方式
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交易价款人民币1元整一次性汇入湖南联
交所结算专户。
3、交易保证金处理方式
受让方报名时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在扣除交易价款人民币1元和交易服务费
人民币2000元后，剩余款项由湖南联交所在收到受让方书面划款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受
让方指定账户。
第八条 产权交割事项
评估基准日2019年5月31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过渡期，期间标的公司经营产生的损
益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第九条 权证的变更
受让方与公司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公司原享
有的权利与义务同步转移至受让方。
第十条 产权交易的税收和费用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缴纳。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有关费用，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约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第十一条 双方的承诺
1、公司向受让方承诺所转让的产权属真实、完整，没有隐匿下列事实：
（1）执法机构查封资产的情形；
（2）权益、资产担保的情形；
（3）资产隐匿的情形；
（4）诉讼正在进行中的情形；
（5）影响产权真实、完整的其他事实。
2、受让方向公司承诺拥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产权受让，无欺诈行为。
3、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露本合同中的内容。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如公司不履行约定义务，应双倍返还受
让方交易保证金；如受让方不履行约定义务，则无权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且受让方对合同解除不承担责任的， 公司应将交易保证金退还给
受让方。
2、受让方未能按期支付交易价款，每逾期壹日，应按未付交易价款数额的万分之五向公司
支付违约金。
3、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充分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
免除责任。 因一方延迟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发生不可抗力因素的一方，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4、如在整个产权交割和权证变更中，相关方违反应履行的义务，则按《民法总则》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担责任。
5、经双方协商，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受让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请诉讼。
第十四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解除合同。
受让方逾期三个月未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则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双方同意解除本合同且受让方没有责任的情形的，公司应全额退还受让方的已付款项。
凡合同变更或解除的，双方必须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书（除本条第二款外），同时报请湖
南联交所审核盖章，并报省国资委备案后生效。 变更或解除合同生效时，原先有关各方必须将
持有的经湖南联交所审核盖章的《产权交易合同》和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全部上缴湖南联
交所。 如确需存档，可用复印件，并同时向湖南联交所作出不对外使用的承诺。 合同变更的，双
方应按变更后的内容重新签定产权交易合同，重新进行交割，产权交割的委托成交费用需按新
的产权交易合同另行缴纳。
七、出售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资产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长沙水泵厂70.66%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长沙水泵厂股
权，长沙水泵厂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至2019年8月底，本次交易合并报表层面公司预计减少归母净利润3891万元，最终对
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2019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八、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