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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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浦东金桥 600639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桥B股 90091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严少云

电话 021-50307702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新金桥路27号18号楼3楼

电子信箱 jqir@shpdj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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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5,600,018.08 24,604,970,339.26 1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981,769,264.90 9,925,466,587.94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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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685,973.97 -686,951,803.93

营业收入 2,008,072,537.88 1,427,343,004.38 4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5,905,325.66 444,542,563.08 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7,756,522.38 437,533,340.49 2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42 4.81 增加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64 0.3961 22.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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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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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37 554,081,457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54,994,568 0 未知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 39,773,140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84 9,437,457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2 8,070,9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5 6,141,994 0 未知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FUND

境外法人 0.45 4,999,931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43 4,882,981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FUND

境外法人 0.42 4,761,133 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民生高

毅晓峰稳进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37 4,106,22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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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金桥出口

加工区开发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年公 司债

券

13金桥债 122338.SH 2014年11月17日 2022年11月17日 119,019.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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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58.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06,025,789 812,45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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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面对新冠疫情主动作为，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

展，以最严措施落实各项重点工作，全情投入区域开发建设，成功打赢防疫阻击战和经济保卫

战。公司上半年各项经营管理指标基本完成，总体上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达成2020

年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1、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和经济下滑双重压力，公司主动应对、积极作为，努力推动公司

经营平稳发展。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20亿元，同比增长约40.69%；资产总额约278亿元。

上半年现金总收入37.28亿元，含经营性现金收入36.81亿元。其中，租赁收入受疫情影响，

较去年同期下降20%。新金桥广场公司受疫情冲击较大，经营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33%。2020年

4月，S11地块碧云尊邸第一批预售房源160套开盘预售，供不应求，很快全部售罄，现金收入达

到25.49亿元。临港碧云壹零第四批现房房源51套也在4月出售，现金收入达到1.95亿元。

上半年现金总支出43.48亿元，其中开发建设支出5.89亿元，税金支出21.79亿元。

2、面对新冠疫情，各物业出租率基本持平，服务式公寓出现下滑

公司持有的各类经营性物业约235万㎡，总体出租率81.87%（不含服务式公寓），与2020年

一季度及2019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其中，厂房出租率72.64%，住宅出租率91.42%，研发楼出租

率69.63%，办公楼出租率78.05%，商业出租率90.01%。服务式公寓出租率43.96%，受疫情冲击较

大。

3、全面提升招商引资力度，实现5G产业逆势飞扬

一是紧抓5G和新基建建设机遇，全力打造5G品牌园区。3月12日，上海首个5G全覆盖、提

供完整5G产研条件的创新园一一金桥5G产业生态园正式揭牌， 成为上海市26个产业园中唯

一以5G为特色的园区，也是全市唯一的全场景、沉浸式的5G应用深度实践区。由度金闽园作

为其核心园，出租＋预租率已近80%，在疫情期间实现逆势飞扬。原诺基亚厂区在公司2017年

完成收购后，精准招商，利用老厂房建筑层高和承重的优势，发挥5G＋优势，两年便实现满租。

二是南区综保区招商新突破。上半年一批新落户项目集中签约，已经围绕汽车零部件、高

端机械制造、关键半导体材料研发和产业化集聚了一批骨干企业，出租率出现起色。

4、全力推进区域开发建设，积极打造高品质新城区

2020年是浦东新区倍增行动、金色中环建设的发力年，公司按照“运营一批、建设一批、储

备一批”的总体思路，全力推动20多个工程建设的滚动策划、开发建设。

产业载体项目，（1）4-02地块由度智谷项目，完成1区3区大底板施工，2区4区第一道支撑

完成；（2）由度工坊Ⅲ期（31-02）项目，完成室内实物量，以及人防验收、防雷/卫生/消防检

测、规划测绘等工作，室外绿化、道路铺贴等工作接近收尾；（3）北郊未来产业园新材料创新

基地东、南、北区项目，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4）29-04中移动上海研究院项目，上半年完

成项目立项及概念设计国际方案征集。

商办及城市功能配套项目，（1）Office� Park� Ⅱ地铁板块项目（T3-5），正在办理竣工备

案手续；（2）碧云尊邸（S11地块住宅）项目，全力推进室外总体及高层建筑室内装修施工；

（3）啦啦宝都商业综合体项目，室内装修、室外总体等施工收尾；（4）17B-06超高层项目，已

完成方案深化设计，工程施工招标按计划进行中。

公司深度参与金桥城市副中心规划编制，高度重视存量用地盘活工作，初步形成核心区

4.5㎞2内自持地块的梳理及开发建议。

5、落实多重硬核举措，打赢防疫阻击战，运营能力、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强

上半年，公司将疫情防控、能力建设、项目营销作为重点突破，进一步打造城市开发与运

营全产业链的集成服务能力。

一是以最严措施落实疫情防控部署。公司面对产业园区、碧云国际社区、服务式公寓内覆

盖范围广、区域人员多、人员流动大的服务对象（实体企业超过500家，商铺近100家，住户超过

1000户，服务式公寓住客超过600名），快速建设疫情防控系统和“挂图作战” 战疫图，组织工

作小组、党员突击队、志愿者进行全面排摸，对每个地块、楼栋、企业实现网格化精细管控，使

得疫情防治更快、更细、更准，也是对公司运营能力的一次磨砺。

二是积极落实中小企业租金减免，与客户共渡难关，帮助他们复工复产。公司主动承担国

有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园区和楼宇内受新冠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困

难的部分非国有中小企业免收2020年2、3月份租金，在关键时刻体现了国有上市公司的担当。

三是“碧云”品牌重点项目销售取得佳绩。面对疫情冲击，S11地块碧云尊邸、临港碧云壹

零在4月同期开盘。公司积极应对，迎难而上。碧云尊邸项目1期160套房源开盘，很快全部售

罄。碧云壹零项目第4期现房房源去化率达94%，1-3期房源全部清盘。

6、全力推动浦东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组建工作

上半年，由公司和中车集团、市科创投集团共同组成的基金团队基本到位，积极开展人员

招聘、基本制度、预算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持续完善投资项目数据库，已累计储备一批智能制

造领域的拟投项目。7月初，盛盎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标志着智能制造子基金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

下半年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年度经营工作计划，强招商、保品质、优服务、聚合力，努力完成

好各项任务和财务收支预算。

1、适应挑战，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收入预算

2020年公司收入预算各项合计71.78亿元，上半年完成37.28亿元。下半年经营性收入力保

34.5亿元。

2、创新方法，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招商

做好战略招商、精准招商，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5G＋未来车、智能造、大视讯主导产业，

全力做实做强5G产业生态园，推动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在金桥的快速发展。

3、加强资源储备，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

做好资源“外拓” ，根据浦东发展布局积极介入重点区域开发，持续关注浦东区域内优质

商品住宅、产业用地，适时拓展优质发展空间。

4、打好根基，全力以赴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

一是抓好新项目进度。17B-06超高层项目，力争开工；29-04中移动上海研究院项目力争

年内取得规划许可证；S11-2地块绿化项目，年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始施工。二是抓好在建项

目推进实施。Office� Park� Ⅱ项目，力争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取得预售许可证、实现开园；碧云尊

邸项目完成所有实物量，完成专项验收；啦啦宝都商业综合体办理质监验收，完成竣工备案，

形成办公楼营销方案；北郊未来产业园核心区Ⅰ期，力争完成竣工备案、交付运营，正式开园。

5、加强谋划，切切实实找准转型路径

一是形成公司“十四五”发展战略，对标国际一流城市运营商，明确公司未来五年的战略

定位、发展目标与举措。二是做好重点业务板块谋划，按照“做强本部、做大子公司、做实新兴

业务”的战略构想，全面加快智能制造基金组建，优化产业投资板块，力争完成基金管理人登

记、基金备案，年内完成1-2个项目投资；研究市场化输出“碧云” 品牌、做大物业管理板块的

可行性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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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2020年1月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本公司执行该准则后，对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不产生重大影响，对2020年度本公司利润

表项目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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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39、900911� � �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公告编号：临2020-021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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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20年8月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人。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王颖女士召集。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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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有效票数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分别采用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自评报告》、《公司2020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上述议案表决时，鉴于汤文侃董事兼任总经理，作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8

人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8票（占有效票数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 �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公告编号：临2020-022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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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一一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

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20年4-6月，公司房地产开发无新增土地储备，同比无变化。

2、2020年4-6月，公司无房地产项目开工，同比无变化；无房地产项目竣工，同比无变化。

3、2020年4-6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合计410,470,464.05元（同比减少31.24%），其中租赁

收入386,794,525.69元（同比增加8.01%），酒店公寓收入23,675,938.36元（同比减少37.36%）。

本季度无销售收入。

4、2020年第二季度末，公司主要租赁物业的可出租面积/套数如下：

分类 可出租面积/套数

住宅 279381.84㎡

厂房、仓库 704201.23㎡

研发楼 382126.45㎡

办公楼 53995.94㎡

商业 105959.53㎡

酒店公寓 1056套

5、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质控股100%的子公司）开发的临港

碧云壹零项目（备案名：碧云艺林秋涟苑）第四批现房房源51套（建筑面积合计约16624.50

㎡）于2020年4月开盘出售。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开盘房源的去化率99.5%。

6、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质控股100%的子公司）开发的“碧

云尊邸” 住宅项目（备案名： 碧云翠林苑） 第一批预售房源160套 （暂测建筑面积合计约

58052.14㎡，含地下部位）于2020年4月开盘预售。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开盘房源的去化率

100%。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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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半年度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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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股份 600257 洞庭水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园美

电话 0736-7252796

办公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348号泓鑫桃林6

号楼

电子信箱 zymdhg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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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360,727.30 1,704,978,026.25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3,054,355.17 1,159,004,376.8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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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23,461.23 -80,752,309.93 -49.50

营业收入 392,576,459.04 485,793,017.64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8,231.20 4,708,972.92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32,564.58 -7,461,721.97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098 -1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098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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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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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4 104,631,211 0 质押 60,552,216

西藏小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2.05 9,852,216 0 质押 8,852,216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02 4,926,108 0 质押 4,926,108

刘在南 未知 0.96 4,600,000 0 未知 0

朱世国 未知 0.80 3,869,128 0 未知 0

聂志红 未知 0.62 2,980,000 0 未知 0

施梁 未知 0.57 2,730,000 0 未知 0

顾兴华 未知 0.52 2,504,299 0 未知 0

张逸君 未知 0.47 2,280,660 0 未知 0

赵广莲 未知 0.44 2,115,601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2、公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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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聚焦“健康产品+健康服务” 为发展思路，秉承“诚信为本、创新引领、

厚德载物”的企业宗旨，以淡水渔业为基础，完善健康产品销售布局，贸易协同健康服务，打造

大健康全产业链，实现向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1）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按照“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 ，主动融入国家及地方政府

重大发展战略，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推动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基础上，以水资源综合利

用为引导，坚持“人放天养，自然生长” 的绿色养殖策略，采用湖泊生物治理与富营养化控制

等技术，结合水质良好的水域资源，持续出产高品质绿色有机生态淡水产品。

（2）深耕湖南本土市场，提升品牌高度。德山酒业公司通过开展“德山酒业，‘疫’ 不容

辞”“致敬逆行英雄” 等疫情防控慰问活动，组织“线上云游直播，探秘德山酒的古法酿造工

艺”“线下御品之约德山酒生产工业游” 等品牌宣传活动，参加“常德市推介产品系列活动”

“常德美食文化暨金融服务节活动” 等形式多样的消费培育活动，营造了德山酒品牌热度。

同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紧跟市场变化，化危为机，建立和完善了营销渠道直营、代理、团购、

专属定制及电商等多元化营销模式，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加强高端品牌建设，持续巩固和提升

产品形象和品牌地位，不断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3）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完善治理体系，持续提升管理能力，更好服务于业务发展。

通过调整内部管理机构，整合和优化现有水产品、医药贸易、保健品和酒类产品等资源，持续

扩大业务规模。同时通过资本运作方式积极布局康复医疗产业，聚焦发展健康产品和健康服

务业务，围绕大健康产业积极布局，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协同发展，实现公司向大健康产业升

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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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

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以下

简称“原收入准则” ），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

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

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 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对于某些特定交易 （或事

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根据新收入准

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 首次执行时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需要将期初“预收款项” 金额全部调整至“合同

负债” ，不需要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

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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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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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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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1日发

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

董事5人，实际表决董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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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事项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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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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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

颢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慎重审核，认为：

（1）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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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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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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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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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依据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利润、总资产

和净资产无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

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变更的主要内容为：（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

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4）对于某

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

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公司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不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现金

流量和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

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事项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2020-050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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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二十号一农林牧渔》 及 《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

知》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公斤

主要产品 销售量 库存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库存量同比增减%

鳙鱼成鱼 951.23 3,036.19 6.29 -8.16

白鲢成鱼 10.44 11.78 -81.20 37.73

甲鱼成鱼 159.30 38.18 -25.43 406.36

2020年半年度，公司累计销售鳙鱼成鱼951.23万公斤，销售量同比上升6.29%；白鲢成鱼

10.44万公斤，同比下降81.20%；甲鱼成鱼159.30万公斤，同比下降25.43%。2020年6月末，公司鳙

鱼成鱼库存3036.19万公斤，较2019年6月末下降8.16%；白鲢成鱼库存11.78万公斤，较2019年6

月末增加37.73%；甲鱼成鱼存库38.18万公斤，较2019年6月末增加406.36%。

二、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水产养殖业务生产经营概

况，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39、900911� � � �公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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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18版）

注：

（1）已预售面积为报告期当期销售面积。

（2）标*号项目，为公司非并表合作项目。

（3）所列项目不包括报告期未开盘项目；“其他项目”为公司各非重点项目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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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收入准则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财会[2017]22号），根据要

求，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要求：（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

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

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

出了明确规定。（2）新准则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②长期股权投资追溯调整

A、2020年3月本公司通过转让北京首开旭泰1%股权， 转让股权后本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50%，不再具有控制权；

B、2020年6月北京金开连泰通过对方股东增资，本公司被动稀释股权，稀释后本公司持股

比例由55%变更为45%，丧失控制权。

以上两项公司母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调整首开股份母公司长期

股权投资2019年12月31日641,742,741.08元，同时调整首开股份母公司2019年12月31日未分配

利润641,742,741.08元。同时调整首开股份母公司利润表同期数比较数投资收益438,688,108.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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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0-06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在公司十三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李岩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王洪斌董事、孙茂竹董事、邱晓华董事、白涛董事以视频会

议方式参会，王立川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此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中期报告及摘要》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公司2020年度中期报告及摘要》。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金开连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金开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连泰” ）为公司与北京金地鸿志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金开连泰注册资本134,444.45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60,500.00万元， 占项目公司45%股权； 北京金地鸿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73,944.45万

元，占项目公司55%股权。金开连泰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2909-0604地块（华樾西

园）。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金开连泰拟以华樾西园购房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8个月。 其中优

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8.5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

行的规模不高于5,000万元，由金开连泰进行认购。

金开连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连泰各方股东或其实际控

制人按持股比例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

的流动性支持金额为不超过3.825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持有金开连泰

45%的股权，且金开连泰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提供流动性

支持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

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

为金开连泰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超出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须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2020-063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0-06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金开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连泰” ）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本金为不超过3.825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

事项：

公司参股子公司金开连泰拟以拟以华樾西园购房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8个月。 其中优先

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8.5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

的规模不高于5,000万元，由金开连泰进行认购。

金开连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连泰各方股东或其实际控

制人按持股比例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

的流动性支持金额为不超过3.825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

报，同意将以上担保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

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

为金开连泰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超出了股东大会授权范围，须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开连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成立日期：2018年11月；注册资本：134,444.45万元；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南春路1号一层152室；法定代表人：俞康；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等。

北京金开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连泰” ）为公司与北京金地鸿志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金开连泰注册资本134,444.45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60,500.00万元， 占项目公司45%股权； 北京金地鸿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73,944.45万

元，占项目公司55%股权。金开连泰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2909-0604地块（华樾西

园）。

截至2020年6月30日，金开连泰资产总额3,667,778,266.52元，负债总额2,335,308,045.88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1,507,875,250.84元，净资产1,332,470,220.64元。 2020年1月至6月份的营业

收入为0元 ，净利润为-6,268,482.89元。

金开连泰营业收入目前为0元，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着销售收入延迟结算的特殊性，金

开连泰房地产项目尚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开连泰拟以华樾西园购房尾款为基础资产，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

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8个月。 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拟

发行的规模不超过8.5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高于5,000

万元，由金开连泰进行认购。

金开连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连泰各方股东或其实际控

制人按持股比例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

的流动性支持金额为不超过3.825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

报，同意将上述担保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金开连泰申请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为了支持项目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

持有被担保公司45%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

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肆佰壹拾捌亿壹仟柒佰叁拾壹

万肆仟伍佰陆拾玖元（小写金额4,181,731.4569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80%。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壹佰柒拾柒亿捌仟柒佰伍拾陆万柒仟柒佰元（小

写金额 1,778,756.77�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60.32%。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金开连泰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事项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金开连泰2020年6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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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

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

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

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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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

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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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

执行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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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相应变更，公司已向董事

会和监事会报备。公司董事、监事均认为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8日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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