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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7-29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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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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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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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剑琳 王菲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 62号 MSD-B1 座

16 层 1601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 62 号 MSD-B1 座

16 层 1601 

电话 022-65175652 022-65175652 

电子信箱 dm@tedastock.com dm@tedast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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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2,677,228.84 6,076,664,799.04 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989,305.65 32,100,121.31 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610,327.57 30,499,394.92 1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73,071.83 -119,303,096.91 123.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7 0.0218 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7 0.0218 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02% 下降了 0.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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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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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2,830,286.54 32,075,005,731.97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23,702,312.54 3,525,836,206.9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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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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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8% 486,580,511 5,406,251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39% 50,025,100    

辽宁粮油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6,000,000  质押 6,000,000 

中国建银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8% 5,566,263    

宋文 境内自然人 0.37% 5,466,826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33% 4,932,86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4,656,306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27% 4,023,643    

赵欢成 境内自然人 0.23% 3,450,000    

中银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1% 3,083,7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宋文于报告期初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 5,543,837 股，于报告期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股 5,466,82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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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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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注： 

泰达集团与泰达控股于 2017 年 8 月 9 日签署了《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泰达集团拟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486,580,511 股（其中含限售股 5,406,251 股）无偿划转至泰达控股名下。若本次股权划转顺利实施，泰达集团将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泰达控股将持有公司股份 486,580,5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8%，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权划转

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同意，且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股权划转无异议并同意豁免泰达控股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本次股权划转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无偿划转公司股份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24）和泰达集团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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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实现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加强风险管控，在公司全体员工范围内强化忧患意识、机遇

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公司各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经营业绩持续提升。 

一、业绩稳步增长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330亿元，较期初增加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5亿元，与期初持平；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5亿元，同比增长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99万元，同比增加9%。 

二、产业协同发展 

（一）环保产业 

泰达环保以提高运营项目经济效益为目标，加强项目营运管理，现有固体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运营安全稳定，2017年上

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总量107万吨，其中焚烧处理生活垃圾94万吨，卫生填埋处理生活垃圾13万吨；完成上网量电量3.5亿

度，实现营业收入26,584万元，净利润4,573万元。 

（二）区域开发产业 

1.一级开发 

截止报告期末，扬州泰达累计平整土地298亩。扬州泰达于报告期内如期开展广福五期安置房建设，完成相关道路管网、

景观绿化等工作；实现土地挂牌出让一宗，出让面积共计30亩，成交总价9,287万元，实现收入约5,800万元。 

2.二级开发 

报告期内，Y-MSD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实现代建收入4.4亿元。大连北方生态慧谷、泰达青筑等项目依托泰达的品牌优

势和卓越品质，加大营销力度，加快资金回流速度，达到预期效果，各项目签约回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签约销售面积（平方米） 签约额（万元） 回款额（万元） 

大连北方生态

慧谷 

住宅 6,501.51 5,088.27 4,251.19 

产业 1,058.16 1,300.17 1,330.36 

商业 558.69 681.25 306.25 

泰达青筑 12,049.15 16,790 16,659 

Y-MSD 17,786 14,103 10,557 

泰达美源 1,046 1,256 4,109 

（三）洁净材料产业 

报告期内，洁净材料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泰达洁净通过参加境内外展会等方式扩大影响、加强营销，依托液体滤材

的技术优势稳步扩展市场份额。2017年上半年，泰达洁净实现营业收入4,527万元，净利润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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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油仓储与贸易产业 

2017年上半年，泰达能源积极应对石油贸易疲软影响，石化产品贸易业务稳健经营，逐步增加有色金融贸易。截止2017

年6月30日，泰达能源实现销售收入657,720万元。 

（五）金融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金融股权管理，充分履行投资人权利。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投资参股金融企业分红款：北方信托分红816万元，渤海证券分红7,301万元，天津泰达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红67万元。 

三、资产整合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无效资产退出与有效资产整合，将资源向优先发展主导产业集中。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对深圳

泰达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清算注销工作，有效推进了资产整合。 

四、完善规范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深化担保管理，严控风险；完善内控和投资管理，紧抓安全生产，

保证公司高效运营。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党建工作，积极配合党委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在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部署，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营造凝心聚力、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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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为了使政府

补助的会计处理更加符合经济业务实质，以提高会计质量信息，财务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进行修订并予以印发。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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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 胡军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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