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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91                                公司简称：秋林集团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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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有经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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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林集团 600891 ST秋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隋吉平 徐超颖 

电话 0451-53644632 0451-53644632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19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19号 

电子信箱 zqb@qlgroup.com.cn zqb@ql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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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0,237,208.26 5,089,874,396.01 1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982,761,813.92 2,902,764,096.11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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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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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98,831.95 -743,040,106.20 -82.01 

营业收入 2,895,205,271.20 2,618,650,689.20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9,997,717.81 142,639,906.34 -4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137,953.10 142,505,298.84 -4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2 5.06 减少2.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2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23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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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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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9 232,136,752 232,136,752 质押 232,136,752 

黑龙江奔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6 63,987,826 0 质押 63,850,000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7 25,753,266 0 质押 25,753,266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2.66 16,400,000 0 未知 0 

北京宝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1.62 10,000,055 0 未知 10,000,000 

刘升兵 境内自然人 0.53 3,300,000 0 未知 0 

张琦 境内自然人 0.51 3,168,860 0 未知 0 

高水庆 境内自然人 0.50 3,103,323 0 未知 0 

深圳前海南方增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南方增

长鸿运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2,880,096 0 未知 0 

天津领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2,229,15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知悉嘉颐实业、颐和黄金、

奔马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天津领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

新系奔马投资执行董事，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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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截止报告期,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质押及冻结股份总数为 25,753,266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

为 25,499,276 股，冻结股份数为 253,990 股。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质押及冻结股份总数为

232,136,752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为 232,130,000 股，冻结股份数为 6,75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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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颐和黄金通知，颐和黄金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长智，

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颐和黄金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取得了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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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秋林 01 145041 2016 年 10 月

17 日 

2019年 10月 17日 520,000,000.00 7.40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6 秋林 02 145140 2016 年 11 月

7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480,000,000.0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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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21 0.426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83 18.4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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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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89,5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6%；利润总额为 10,8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3.92%。减少主要原因为秋林集团计提债券利息及子公司金桔莱计提黄金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2017 年上半年，在经济放缓挑战与市场激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秋林公司结合企业发展实际，

加强经济形势分析，规划市场经营发展新战略，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在实践中

攻坚克难，实现了秋林公司的平稳发展。 

1.秋林百货加强布局、合理规划，持续稳定赢得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经济环境变化，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

依据经营数据分析，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及规律，进行了合理的布局调整和品牌升级，上半年新引

进品牌 36 支，移位品牌 32 支，撤柜品牌 48 支，调整后的品牌形象升级率达 97%，大大提升了百

货形象，在稳定固定消费群体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为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提供了极其有

利的基础。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以多种形式开展特色促销宣传活动，保持了传统的媒体宣传方式，如与

《生活报》等传统纸媒合作，又增加了广播的投放力度，与 998 省交广合作，以高频次宣传占领

曝光至高点，同时今年启动 2 种新媒体宣传方式，地铁的落地活动和官方微信平台的互动活动，

灵活的宣传模式对活动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活动类型主要以 SP 活动和 PR 活动为主，首

次与中国邮政合作订制以秋林公司百年历史楼体为内容的珍藏版创意邮票《诚信》，促进活动的活

跃度，提升公司美誉度。2017 年上半年共组织特色活动 10 档，活动期销售累计 1.91 亿元，占总

体上半年销售的 65.28%，比 2016 年上半年活动销售拉动增长 3.57%。 

公司在提升经营业绩过程中，不断加强经营管理建设，夯实经营基础。组织人员学习先进管

理经验，提升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改进各项工作流程和制度，保证各项工

作趋于规范化、合理化，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业绩增长。 

2.秋林食品突破创新，开创业绩增长新空间 

报告期内，秋林食品公司紧紧围绕集团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四个突破”，落实“一个规划，

二个创新，三个提升，四个落实”的重点工作方针，立足于自身优势，发挥资源特色，积极布局

销售，拓展市场渠道，严抓生产规划运营，强化产品质量监督，落实品牌营销策划，加速电商平

台建设，全面深化考核管理，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实现了企业发展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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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市场新形势，激活市场消费需求，在发挥原有资源的同时，突破传统经营模式，创造

新的资源和新的特色。销售系统向生鲜连锁便利商超渠道转变，挖掘销售卖场互动体验式营销；

生产系统向经营方向转变，开发出适销对路新产品。2017 年，根据公司品牌发展计划，采取内外

部品牌提升相结合方式，借助传统媒介平台和新网络传播品牌文化，落实秋林特色食品主题营销

活动，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扩大了秋林食品的品牌影响力，

使销售业务取得了较大的提高。 

3.黄金彩宝加强渠道开发，推动业务模式多元化 

金桔莱公司在多年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客户，与上海豫园、上海钢泰、东方金钰、

萃华珠宝、六福珠宝、金叶珠宝、金至尊等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形成了重要的销售渠道，

在维护固定客户同时，以低成本运营及黄金、珠宝首饰款式设计能力和超前工艺技术水平的优势

开发和发掘潜在客户。通过在深圳、华北、东北的批发展厅铺货，展示公司产品，进一步开拓国

内市场，促进销售。 

4、金融板块，引领企业资本化发展 

公司参股龙井银行，成立哈尔滨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LP 参与组建天津秋林首岳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为公司未来在产业和资本融和发展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将进一步加强企

业向金融领域的发展，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 

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9,996.06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860,000.00 元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10,716,100.11 元后净额为 427,423,895.95 元，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90,407,723.00 元，未使用 137,233,537.75 元，差额为 217,364.80 元，系募投资金利

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10 亿元，已累计使用

99,957.95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57.40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 

6、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公司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透明度，增强信息可读性，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通过多

种渠道，保证与投资者的无障碍沟通，及时完整的传递公司重大信息，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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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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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

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1-6 月合计收到政府补助

3,775,294.80 元，按照新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将收到的全部

政府补助分别按不同情况， 计入了营业外收入与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核算：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

助合计 1,275,294.80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500,000.00 元，计入其他非

流动负债。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对公司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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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李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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