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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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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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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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力A、特力B 股票代码 000025、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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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鹏 孙博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

电话 （0755）83989378 （0755）83989339

电子信箱 ir@tellus.cn sunbl@tell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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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8,268,739.33 197,955,081.73 4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79,948.60 26,920,279.86 6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593,359.72 22,098,655.68 8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34,059.30 -28,070,46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39 0.0906 1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39 0.0906 1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2.7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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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571,788.47 1,658,295,531.00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4,989,485.95 1,050,209,537.35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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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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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09% 211,591,621 65,666,365 0

深圳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9% 85,717,844 20,716,244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1% 1,746,091 548,78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4% 1,463,324 684,483 0

李光鑫 境内自然人 0.22% 964,513 203,352 0

黄信昌 境内自然人 0.11% 463,565 463,565 0

丁秉方 境外自然人 0.11% 462,550 196,950 0

何杏 境内自然人 0.10% 444,135 144,035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

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0% 430,419 294,519 0

曾惠明 境外自然人 0.10% 419,920 224,9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黄信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463,56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463,56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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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低迷，经合组织（OECD）发布2019上半年经济展

望，预计关税和未来贸易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第一季度，我国

GDP实际增长了6.4%，低于上年同期，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为6.2%，中国经济仍

处于探底阶段。受国内整体经济环境不振的影响，2018年汽车终端零售市场中出

现2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2019年上半年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均有下降，汽车后市场

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纵观珠宝行业，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珠宝商对

2019年行业发展持观望态度，行业仍处于低迷状态，中小企业关门或转行，珠宝

行业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商业门店、办公场所等需求量也相应减少，我司经营的

珠宝区域性渠道平台、资源型资产租赁面临较大压力。

面对上半年复杂的经济形势，特力集团逆水行舟，以奋斗者为导向，全面激

发员工动力，激活企业动能；各项重点工作紧锣密鼓开展，老旧物业深挖潜能，珠

宝市场不断布局新兴项目，同时严守风控底线，确保我司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超

过去年同期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826.87万元，比上年同期19,795.51万元增加

8,031.36万元，增长40.57%，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珠宝大厦一期运营收入及四

川珠宝公司珠宝批发收入增加。实现利润总额5,102.08万元，比上年同期2,845.43

万元增加2,256.6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477.99万元，比上年同期2,692.03

万元增加1,785.96万元，增长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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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

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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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1日决议通过， 本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 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

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

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

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

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

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

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

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0,176,617.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10,176,617.20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330,4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30,400,00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0,176,617.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

10,176,617.20

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19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95,000,000.0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10,176,617.2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176,617.2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一一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10,176,617.20 10,176,617.2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0,176,617.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产 332,432,494.44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330,4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032,494.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一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330,4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30,400,00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10,176,617.2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176,617.2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一一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10,176,617.20 10,176,617.2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0,176,617.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产 195,506,958.35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195,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506,958.35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一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195,000,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95,000,000.00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 20,000.00 2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一一 20,000.00 20,000.00

（2）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原因及适用时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本公司考虑新落成房屋建筑物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标准，电脑设备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为了使公司会计估计更

加符合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更能真实反映资产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的期间及每期实际的资产消耗，更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1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决议通过日将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由35年变更为35-40年，电子设备中电脑类设备的折旧年限由7年变更为5年。

内部程序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 337,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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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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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四次正式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8月

15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四正式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

8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四次正式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境内、外版）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境内、外版）的

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30；《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特力宝库供应链项目进行投资的议案；

同意投资5,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特力宝库供应链公司”（暂定名，具体

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运营特力宝库供应

链项目。

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1票。

董事谷志明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基于个人判断，该项目面临一定市场竞争，

项目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特力宝库供应链项目进行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3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总经理工作细则修正案》及《总经理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2。

备查文件：

1、九届董事会第四次正式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A、特力B� � � �公告编号:�

2019-031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特力宝库供应链项目进行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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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充分发挥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特

力集团” ） 国有上市公司的信用优势和在珠宝产业集聚地水贝区域的物理平台

资源，深度切入珠宝行业产业链，迅速提高特力在珠宝行业的知名度及行业影响

力，加速特力战略转型的步伐，实现特力向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商战略

转型的目标，特力集团计划投资 5,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特力宝库供应链

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以项目公司为主

体运营特力宝库供应链项目，打造集贵金属存储、黄金钻石供应链服务及第三方

保管箱于一体的珠宝产业第三方增值服务平台。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9�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第四次正式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特力宝库供应链项目进行投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公司名称

特力宝库供应链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2、注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锦社区水贝二路38号特力水贝珠宝大厦L1-001。

3、注册资本及股东情况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由特力集团出资100%。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出资方式：由特力集团以自有资金投资。

6、主营业务：黄金、铂金、K金、钻石、翡翠、镶嵌饰品、银饰品、工艺美术品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的销售；黄金、贵金属的租赁；黄金、贵金属的代

购代销；黄金、贵金属材料的购销业务；国内贸易（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

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保

管箱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风险

1、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以特力水贝珠宝大厦物理平台为基础，提供多种第三方综合服务，满

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既能有效切中当前珠宝行业痛点，助力珠宝企业发展，达

到迅速切入行业的战略目的； 又能通过本项目配套服务来提升水贝珠宝大厦的

入驻率，进一步保证大厦的良好经营；还能够培养锻炼特力战略转型所需的人才

队伍，符合行业趋势和特力自身战略需要。同时项目可以通过珠宝供应链业务链

接特力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区域渠道平台、零售终端平台和设计与创业平台，

发挥特力自身多平台运营的综合业务资源优势，通过多种业务互相配合，互相促

进，打通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实现业务协同，提高特力综合知名度及行业地位。

综上所述， 由特力利用特力水贝珠宝大厦一期地下一层的部分物业打造特

力宝库项目，不仅可以为特力集团带来财务上的收入和利润，同时能够在战略层

面起到重要作用，与特力集团的物理平台及其他业务平台互相促进，提高特力综

合竞争力，促进特力战略转型的落地。同时可以有效解决行业痛点，促进行业发

展。

2、风险分析及对策

项目公司设立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系统风险、安全风险、经营管理

风险等，公司将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采取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防范相关风险：

（1）面对珠宝行业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公司认为在珠宝行业结构发生

变化、市场进行整合调整的历史阶段，机遇与风险并存，公司将通过深入研究论

证，结合行业发展最新趋势，科学规划，统筹布局，抓住行业变革、国企身份得以

提升这一切入行业的良机，积极推动各项目的落地，努力实现特力战略转型的目

标。

（2）面对项目公司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特力宝库及保管箱的建设，将

严格按照银行金库的安全标准来进行设计，从硬件上保证物理环境的安全。其次

项目公司将通过业务外包或者合作经营的方式，与具有丰富物流、仓储、安保经

验及成熟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合作，从整体安防监控软硬件设备、风控管理体系

及保险公司投保等多方面考虑，打造符合本项目特点的全方位安防风控体系，通

过由保险公司承保来转嫁项目可能存在的盗抢风险、道德风险、质量风险，最大

限度的减少项目可能存在的各项安全风险。

（3）面对可能存在的业务经营风险，项目公司将通过加强管理、整合专业团

队、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精细化运营、整体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项目

的运营水平，确保项目的收益。同时近年来特力经营业绩稳定，利润逐年增长，开

展本项目的资金成本不会对特力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有效控制该风险。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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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次正式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19年9月17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9

月16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7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

应选择现场表决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A、B股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9月11日

B�股股东应在 2019年9月6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

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邀请的其他嘉宾和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大会提案情况

序号 事项 决议方式

1 关于对特力水贝珠宝大厦二期项目进行投资的议案 普通决议

2 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水贝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3.6亿元的议案 普通决议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别决议

4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普通决议

5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普通决议

（1）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下转B4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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