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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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双马 股票代码 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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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 景晶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萃华路 89 号成都国

际科技节能大厦 A座 5楼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萃华路 89 号成都国

际科技节能大厦 A座 5楼

电话 (028)�65195289 (028)�65195245（投资者咨询专线号码）

电子信箱 public.sm@sc-shuangma.com public.sm@sc-shuang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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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2,596,792.76 995,255,281.31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926,538.49 293,228,163.58 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87,352,298.40 293,669,833.62 3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445,540.88 221,513,234.26 5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38 3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38 3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1% 9.77% 增加了 1.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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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9,446,456.34 4,171,824,835.92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84,567,468.27 3,482,640,929.78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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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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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和谐恒源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2% 202,446,032 0 质押 197,913,279

天津赛克环企业

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 190,877,024 0 0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LTD.

境外法人 17.55% 133,952,761 0 0

北京泛信壹号股

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1,472,496 0 0

陈武 境内自然人 0.24% 1,838,183 0 0

李素清 境内自然人 0.23% 1,727,765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1% 1,621,277 0 0

池晓东 境内自然人 0.17% 1,310,600 0 0

胡燕英 境内自然人 0.14% 1,100,000 0 0

郭磊 境内自然人 0.12% 880,200 0 质押 88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恒源” ）的实际控制人为林栋梁、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赛克环”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为林栋梁。2016 年 8 月 19 日，天津赛克环与和谐

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一，鉴于天津赛克环以协议受让的方式取得四川双马 25%股份，天津赛克环决定

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和谐恒源自天津赛克环取得四川双马股份之日起（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为准）作为天津赛克环持有的四川双马全部股份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全权代表天津赛克环，

按照四川双马的章程规定行使：（a）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上市

公司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

权。2016年 11 月 24日，天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二，将天津赛克环以要约收购的方式

取得的上市公司 49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和谐恒源。相关权利义务安排与《授权委托书》之一相同。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和谐恒源以及天津赛克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018年 5月 28 日，和谐

恒源与 LAFARGE�CHINA�OFFSHORE�HOLDING�COMPANY�(LCOHC)�LTD.（以下简称“LCOHC” ）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协议》，LCOHC将通过其控制的四川双马 17.55%的股份（133,952,761 股） 与和谐恒源在四川

双马股东大会上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实施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在下述具体事项上保持一致行动：（a）召集、

召开和出席四川双马的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

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四川双马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提名权；（d）四川双马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四川双马股东大会提案权。协议签署后，和谐恒源控制的四川双马

表决权为 527,275,817股，占四川双马总股本的 69.07%。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票 202,446,032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532,000 股；胡燕英

共持有公司股票 1,100,000股，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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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国

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6.3%。作为与水泥行业需求关系最紧密的宏观经济指标，

投资增长缓中趋稳，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5.8%，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1%，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9%。随着国际国内环境

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有力支撑了水泥需求的增长。

2019年 1-6月全国水泥产量 10.45亿吨，同比增长 6.8%。（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 / 国

家统计局）。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务主要发生在四川省南部和贵州省北部。从整体看，川南

和黔北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仍然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城市化建设进程落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以来，公司业务覆盖区域的经济呈现加速发展、后发赶超的态

势，宜宾市着力打造四川经济副中心，区域内多个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项目开工建设；

遵义市经济总量稳步上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持续改善。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水泥

需求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健康与安全管理方面，公司根据国家相关安全法规政策，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保持了良好的健康与安全文化氛围。公司下属两家水泥业务子公司

均具有“国家一级安全标准化企业” 称号，所属矿山均具有“矿山二级标准化企业”

称号。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安全环保月活动，邀请相关部门参与，举办了一系列包含员

工与合同方人员的健康安全意识与企业安全文化提升的相关活动， 其中涵盖健康安

全环保知识竞赛、培训、应急演练等。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安全管理的“双控” 体系建

设，不断消除现场隐患，提高现场风险管控，此外，根据国家现阶段强调的“加强主要

管理人员职责” 要求，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责任状签署工作，不断推动公司健康安全的

管理，为实现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环境保护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政策和标准，采用有利于环

境的先进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以负责的态度面对工厂所在区域的环境，全力创建

和谐社区。公司积极响应政府重污染天气下对污染物强制减排的要求，制定了工厂重

污染天气下各级预警的减排措施，污染源排放量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公司下属水泥

业务子公司的 SNCR脱硝设施正常运行，有效地降低了氮氧化物的减排。四川双马宜

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继续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量， 为解决污泥的二次污染

问题及改善当地环境做出了贡献。

在销售管理方面，2019年上半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举措成效继续显现，面

对国家环保和安全督察日趋严格的新形势，水泥行业各企业普遍坚持节能减排，执行

错峰生产，在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同时，减少有效供给，缓和行业供求矛盾。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决执行节能减排和错峰生产，同时，积极优化产品品种和

客户结构，挖掘价格和利润潜力；进一步完善管理模式，使得所有决策更快、更准确地

反映市场变化，提高了管理和决策的效率。

在采购管理方面，2019年上半年，受区域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造成局部地区煤

矿停产以及环保安全督察常态化的影响，煤炭市场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公司通过加强

煤炭市场调研、引入战略供应商、在煤炭价格呈下降趋势时通过降低库存、在煤炭价

格呈上涨趋势时通过议标一次性锁定多个月量价等方式， 有效的控制了煤炭价格上

涨的影响，确保了用煤高峰期供货的稳定。在非煤原材料方面，通过寻找新的替代资

源，开发、整合、优化供应商结构等，在成本节约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与交流，采取积极措施

控制风险，对应收账款继续实行点对点的跟踪，在支持销售的同时加快资金的回收，

加强对汇票收取风险的控制。在采购付款管理方面，对公司资金进行统筹安排，加强

支付的计划管理，平衡采购成本与支付方式，降低综合成本。同时公司拓展与银行的

合作，获得银行授信的支持，保证公司资金充足的流动性。自有资金管理方面，在保障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率，通过多种

方式提高资金收益。

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严格贯彻质量管理体系，规范执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产

品质量长期稳定。公司持续提升工业业绩管理水平，始终保持各项指标达到业内先进

水平。在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生料原料配比的管理，改善了原燃材料和可替代原

料的资源化利用。在日常生产管理中，持续以生产环保水泥产品为目标，推动社会经

济循环发展。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始终关注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并将员工作为公司发展

的宝贵财富。公司在员工、健康安全和环保三个发展基石上，确定了“诚信、和谐、创

新、发展” 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基于这一价值观从不同维度和层级密切关注人才的

培养和发展，包含尊重员工自身价值，培养员工综合技能，激发员工发挥潜力等，从关

键人员的梯队建设到构建一支充满激情和感召力、永葆青春和战斗力、富于团结和凝

聚力的优秀团队。同时，公司优化管理模式，建立了高绩效、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另外，

公司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使业绩为导向的企业文化管理更加精细化，也更加充分发

挥了激励和价值的导向作用。

在内部控制方面，报告期内，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建材领域的竞争实力，强化

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公司不断创新、完善企业管理及内部控制。公司先后更新

了包括《公司授权政策》、《销售价格管理程序》、《销售合同管理程序》、《客户信用

及评估程序》、《采购政策》等多部程序文件，在加强内部控制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管

理水平和决策效率。上半年，由内控部门牵头，针对水泥业务，公司对企业综合管理系

统（ERP 系统）包括销售管理、采购管理、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财务核算等各系

统进行了完善和优化，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加强了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同时，上半

年，在内控部门的主导下，公司物流发运自动化系统成功上线，物流发运的效率得到

提升，物流发运环节的内部控制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专项审计方面，对公司 2017年至

2018年度的资本支出作了内部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报告期内，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发展稳中有进，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藏锦合” ）作为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义乌

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管理人，积极谨慎履行管理职责，在基金

管理方面，严格遵守私募基金相关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确保公司合法合

规运营；在投资方面，西藏锦合的投资团队重点关注于 LED 太阳能、芯片设计制造、

消费电子、半导体设备、互联网、大健康、教育等投资领域，积极广泛地筛选备投项目，

对项目进行多角度地考察和分析，始终坚持严格的投资标准，在投资过程中实施严格

的风险控制和跟踪研究，在为公司创造收益的同时也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报告期内，北京国奥越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秉持着“教球育人” 的教育理念，

培养了优秀的足球人才，积极参加国内和国际赛事，努力提升自身品牌的知名度。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 亿元，业绩实现了

增长。公司将继续采取审慎的发展策略，稳健经营，有效控制成本，提高经营质量与效

益。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涵盖水泥生产销售业务和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等。在未来

的发展中，公司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着重关注行业政策，把握市场动向，在深耕现有

经营业务的同时，继续围绕实体经济方向，着力发展新的盈利增长点，逐步完成公司

战略和业务的转型，增强持续经营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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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一一套

期会计》，于 2017年 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

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于 2019年 1 月 1 日对金融工具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 自 2019年一季度起财务报告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不做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 2019年 1 月 1 日新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

2019年 4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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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

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

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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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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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北京瑾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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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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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 2019年 8月 29日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址为成都国际科技节能

大厦 A座五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到 8人。会议通知于 2019年 8月

16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相关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

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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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修订会计政策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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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 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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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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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 8月 29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成都国际科技节能大厦 A 座

五楼，应参加的监事为 3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郄岩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董事会对

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

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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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 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 备查文件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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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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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对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

资产进行了清查，对各类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的可

回收价值等进行减值测试。经过分析和判断，2019年半年度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 222,138.36元，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1,141.96 元。具体数据如

下：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单位：元

资产名称 2019年 1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9年 6月 30日

转回 转销

一、坏账准备 222,138.36 222,138.36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60,000.00 60,000.0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62,138.36 162,138.36

二、存货跌价准备 587,190.48 1,141.96 586,048.52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600.39 8,600.39

合计 595,790.87 222,138.36 1,141.96 594,648.91 222,138.3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 2019年半年度利润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减少 2019年半年度利润总额计人民币 220,996.40�元。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同意董事会对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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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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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政策的概述

2019年 4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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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

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

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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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一)、变更前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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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其余未

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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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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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产负债表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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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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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

（3）“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4）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

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 目

应根据“投资收益”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 号填

列。

（5）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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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的格式和部分科目列报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

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四）、变更日期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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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

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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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修订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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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31日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

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

1、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2、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经 2018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遵义砺锋水泥有限公司提供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前述担保事项已履行完毕。

经 2018年 5月 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双马宜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提供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该笔担保事项已履行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没有

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事项发生。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说明。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双马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依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变更。该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余应敏、张一弛、胡必亮

2019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935� �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19-24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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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恒源” ）的

函告， 获悉和谐恒源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 具体事项如

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原质押到期

日

展期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该笔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和谐恒源 是

46,500,000

2017年 8 月 30

日

2019年 8月

29日

2019年 10月 31

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22.97% 融资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和谐恒源持有公司 202,446,032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2%；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合计持有公司 527,

275,81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9.07%；和谐恒源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197,913,2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92%。

三、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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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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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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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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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军

联系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号

电话 023-67594008

传真 023-67866055

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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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75,780,096.84 35,642,832,190.04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40,039,761.11 1,609,606,578.84 -23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911,767,596.44 695,716,688.41 -51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20,263,630.95 4,401,401,760.15 -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34 -23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3.39% 下降 8.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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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48,982,677.77 93,488,854,098.95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972,470,820.42 46,244,958,676.52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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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

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6% 1,035,312,673 - - - 无质押或冻结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2% 928,044,946 - 139,762,403 788,282,543 无质押或冻结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4.88% 234,265,333 - - - 无质押或冻结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1% 154,120,237 - - - 无质押或冻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1.15% 55,393,100 - - - 无质押或冻结

DRAGON� BILLION� SELECT�

MASTER�FUND

境外法人 0.85% 40,597,114 - - - 无质押或冻结

GIC�PRIVATE�LIMITED 境外法人 0.73% 35,283,393 -9,519,830 - - 无质押或冻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34,925,042 11,276,995 - - 无质押或冻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57% 27,581,041 27,581,041 - - 无质押或冻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57% 27,309,067 27,309,067 - - 无质押或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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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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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涵盖整车研发、 制造和销售以及发动机的研发、

生产，并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发展出行服务、新零售等领域，进行多维度的产业布

局。

长安汽车始终坚持以“引领汽车文明造福人类生活” 为使命，秉承“节能

环保、科技智能” 的理念，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智能汽车，致力于用科技创新引领

汽车文明，努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旗下现拥

有长安乘用、欧尚汽车、长安凯程、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等众多知名品牌。截至

目前，已推出了 CS 系列、逸动系列、睿骋系列、欧诺、欧尚系列等一系列经典自

主品牌车型；合资品牌拥有全新福克斯、新蒙迪欧、翼虎、锐界、CX-5、CX-8、

昂克赛拉、DS7 等多款知名产品。同时，打造了逸动 EV、新奔奔 EV、CS15EV 等

新能源车型，深受市场欢迎和消费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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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 中的“32、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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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长安汽车已新设全资子公司重庆车和美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

将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法定代表人：张宝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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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及

文件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

董事 14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4 人。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一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上

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9-54）。

议案二 关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议案三 关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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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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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通知及

文件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监事

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4

人，张安国先生因达到法定年龄退休，未出席本次监事会，也未授权委托其他监

事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审议通过《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

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上

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9-5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8月 31 日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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