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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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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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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股份 600851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欣B股 9009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莉莉 潘荣辉 

电话 021-63917000 021-63917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

大厦18楼 

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

大厦18楼 

电子信箱 hxsecretary@haixin.com prh@haix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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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2,923,878.60 5,427,974,742.45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38,277,082.09 4,147,101,532.5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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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8,785.48 -47,665,901.0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45,442,284.52 444,942,316.20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390,459.84 120,335,784.90 -4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552,190.73 119,228,848.99 -4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949 2.667 减少1.17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09 0.0997 -4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09 0.0997 -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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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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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80 82,082,000 0 质押 70,000,000 

2、深圳凝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6.66 80,394,367 0 质押 80,394,367 

3、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3.26 39,300,000 0 无   

4、深圳市惠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惠和基金惠和 2号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25 39,288,210 0 无   

5、申海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 

2.62 31,675,458 0 无   

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91 23,085,700 0 无   

7、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 未知 1.80 21,680,049 0 无   



国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

法人 

1.49 17,999,593 0 无   

9、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

国 2号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1.35 16,268,707 0 无   

10、袁德宗 境内

自然

人 

1.02 12,267,02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凝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

惠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惠和基金惠和

2号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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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领域出现了

更多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利因素进一步增多，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 

公司经营层按照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年）要求，根据年初制订的经营目标和主要任务，

紧紧围绕“调整、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路，强化管理措施、规范管理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建

立考核体系，整合内外部资源，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纺织板块实现扭亏为盈，医药板块积极寻

求新发展，工业地产开发进一步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取得较好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139.0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98%；资产负债率 20.21%。 

 

 纺织板块调整效果显现，生产企业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纺织生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53亿元，实现净利润 14.73万元。 

根据发展战略，公司继续对纺织板块实施调整，坚决关停扭亏无望的企业。一是继去年年底

关停南海海欣长毛绒之后，2017年 3月对海欣丽宁服饰实施关停调整，控制经营风险；二是按照

“轻资产重经营”的思路，整合资源，盘活资产，将海欣丽宁服饰的核心经营资源整合到海欣丽



宁长毛绒；三是探讨保定长毛绒和上海依可贝尔的发展方案。上半年纺织板块经过调整，实现扭

亏为盈。 

 

 医药板块寻求外延式发展，完善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医药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75亿元，实现净利润 342万元。 

海欣医药受“两票制”等政策影响，营业收入下滑 18%，盈利空间收窄。为了突破困境，海

欣医药坚持稳中求进的经营基调，努力巩固优势品种，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同时，积极参与

上海 GPO竞标采购，挖掘业务增长潜力，报告期内实现盈利 156万元。 

赣南海欣发展稳健，上半年的工作重点为“新区建设”和“外延式发展”。新区建设进展顺利，

一期建设项目完成 70%投资，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已就位，8月份开始进行设备设施安装调试。全部

一期建设工程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底完工。在做好日常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赣南海欣也在谋求

进一步的发展，积极寻找优质的并购项目，实现外延式发展。 

海欣生物就 APDC项目Ⅲ期临床试验制定了详细的规划，报告期内有序推进。2017年上半年，

该项目完成 2例病例入组；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入组病例 22例。 

为打造医疗健康产业板块，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公司在内部资源整合及优质项目寻找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工业地产推进转型开发，打造新增长点。 

围绕集团工业地产开发的整体构想，海欣建设会同罗兰贝格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完成

产业发展规划报告（汇报稿）；开展首发地块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完成测绘、形成开发报建方案、

申报松江区“绿色通道”重大工程项目库并获批等，积极推动工业地产转型开发。 

公司在推动工业地产开发工作的同时，全力衔接好厂房租赁管理，力争提高收益保障安全。

通过对已关停企业工业厂房租赁的严格管理，包括对客户准入标准严格把关、多项举措提升厂房

综合利用水平等，提高工业厂房出租率，提升公司租金收入。报告期内，松江地区厂房租赁实现

收入 2,202.9万元，同比增长 33.5%。 

 

 金融资产及资金稳健管理，取得较好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长江证券分红 3,7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分红 8,789.9万元减少 5,064.8

万元；长信基金合并报表净利润 3,872.2万元。 

为盘活公司持有的长江证券股票，公司在授权范围内稳妥开展增值管理业务。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通过收益互换业务共借出长江证券股票 653.2 万股（含 2016 年底借出的 500 万股），通过转

融通业务共借出长江证券股票 23万股。报告期内增值业务获得收益 47.6万元。 

短期理财业务方面，公司通过国债逆回购、银行理财产品、网下新股申购等获得收益约 405

万元。 

 

 公司治理进一步加强，提升经营管理质量。 

公司通过“关停企业清理处置”和“去库存、收账款”专职机构，对下属企业存货和应收款

进行梳理及处置。报告期内继续加大应收款催讨和存货变现力度，处置库存约 2,300万元。 

强化管理规范，建立或修订相关制度，包括《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费

用报销制度》等；建立企业经营信息通报机制，共享管理信息，及时掌握各子公司经营情况；推

行 OA系统日常运行，加强内部管理程序，提升管理效率。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抓好党建工作。 

公司通过重塑整体形象，打造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企业文化氛围，以匹配公司整体运作模



式的转型。公司网站于六月底正式改版上线，以带动公司对外信息交流。 

公司党委通过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凝聚改革共识，汇聚发展力量。上半年在上级党委的领

导支持下，公司党委组织成员进行了调整充实。新的党委班子在集团的经营、调整、发展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政治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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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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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