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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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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101,466,695.7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2,235,198.10元, 本期实际

可供分配利润-100,768,502.39元。鉴于报告期内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可供分配利润仍为负

数，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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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华股份 600615 ST丰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际东 张国丰 

电话 02150903399 0215870276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

由国际广场9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

由国际广场901室 



电子信箱 Caojid2008@sina.com gfzhang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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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688,509.97 646,840,044.54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6,139,157.89 485,205,353.79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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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14,601.84 -9,565,398.18 820.46 

营业收入 48,380,003.89 49,878,951.79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466,695.71 7,705,677.29 1,21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6,519.22 3,785,641.28 -11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942 1.604 增加17.3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40 0.041 1,2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0 0.041 1,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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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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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45 62,901,231 0 无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兴国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23 6,076,821 0 未知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2 3,790,000 0 无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 其他 1.63 3,068,641 0 未知   



盈 11号单一资金信托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粤富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3 2,693,446 0 未知   

李陶白 境内自

然人 

1.10 2,062,091 0 未知   

梁浩权 境内自

然人 

1.01 1,900,000 0 未知   

张广锦 境内自

然人 

0.84 1,580,284 0 未知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78 1,471,738 0 未知   

陈满新 境内自

然人 

0.75 1,404,24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流通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的

关联企业重庆市渝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15万股，为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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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838.0 万元，比上年同期 4,987.90 万元减少 149.90 万元，

减少比例为 3.01%；实现利润总额 12,243.75 万元，比上年同期 889.96 万元增加 11,353.79 万元；

股东权益 58,613.92 万元，比上年期末 48,520.54 万元增加 10,093.38 万元，增加比例为 20.80%。 实

现净利润 10,146.67 万元，比上年同期 770.57 万元增加 9,376.10 万元。 



    上半年度，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保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一是完成了出售全资子公司北京沿海绿色家园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手续，

实现了公司退出原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相关资产的目标。至此，公司不再持有房地产开发

与销售的相关资产。 

   二是取得了相关诉讼案的有利进展。北京沿海绿色家园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 

纷仲裁案被申请人融德信源申请撤消已生效的仲裁书，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北

京盛和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及北京英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经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上诉后，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公司无需负担上述二起可预见的合同履行后的利益损失合

计 240万元，维护了公司的相关权益。 

三是继续加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保持和提升可持续发

展能力； 

四是通过继续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提高自有资金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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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会计政策应收款项中，信用风险很低的组合中规定期后已收回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期后

收回的款项可能包括信用风险较高的款项，因此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中删除这一内容。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以前年度利润无影响。 

     为提高模具分摊成本核算的准确性，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模具按实际生产模次进行

摊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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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