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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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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ST慧球 600556 慧球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洁   

电话 0779-2228937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北海大道西16号海

富大厦17层D座 

  

电子信箱 bsyy_bh@163.net；

huiqiukeji@huiqiu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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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38,123.55 288,189,640.84 -5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947,126.76 74,457,266.86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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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19.34 -16,964,932.54   

营业收入 15,736,196.28 23,467,450.27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10,140.10 -12,545,9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90,036.85 -15,898,25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5 -47.02 增加3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92 -0.03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92 -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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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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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瑞莱嘉誉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98 43,345,642 0 无 0 

吴鸣霄 境内自

然人 

3.55 14,000,000 0 无 0 

庄建新 境内自

然人 

1.77 6,991,475 0 无 0 

孙伟 境内自

然人 

1.24 4,876,477 0 无 0 

徐津 境内自

然人 

1.09 4,292,000 0 无 0 

张瑞宁 境内自

然人 

0.91 3,610,300 0 无 0 

俞国建 境内自

然人 

0.61 2,424,900 0 无 0 



李玉祥 境内自

然人 

0.57 2,245,849 0 无 0 

黄剑斌 境内自

然人 

0.55 2,170,500 0 无 0 

李秋荣 境内自

然人 

0.50 1,972,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瑞莱嘉誉与其他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除瑞莱嘉誉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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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瑞莱嘉誉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琲 

变更日期 2017年 1月 2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http://www.sse.cn 刊登的临 2017-019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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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司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任以来，积极推进全面交接工作，并对公司前两任

实际控制人遗留事项进行处理、整改，恢复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秩序，努力使公司重归正轨，积

极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公司当前发展战略是在维持既有格局的基础上，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和效益，降本增效，为公

司创造利润；同时以上市公司为平台，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物业管理业务是公司的成熟业务，在维持目前的经营状况下，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



管理水平，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在实现收入增长的同时提高利润率，争取全年实现扭亏为盈，

为上市公司贡献利润。 

智慧城市业务主要经营计划如下： 

1）妥善处理原已签订合同，推动可执行项目落地，维护公司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状况，与相关地方政府、合作方诚恳沟通交换意见，妥善寻求后续项目解

决方案，并积极寻求业务开展机会，如项目确实未能继续执行，公司将与合作方协商解除合同，

避免公司需承担的或有风险；对已实施项目、可继续执行项目，将采取与业内优势企业战略合作、

资源共享、团队共享的方式继续承接、推进项目执行、落地，按合同规定履行公司义务，实现公

司业务的延续，为公司创造收入、回收项目资金，维护公司利益。 

目前公司已经组织人员联系南宁绿地项目方推进项目后续的验收、结算工作；克服重重困难

向贵州中科追回垫付资金；对重庆项目、泰兴项目寻求进一步解决方案。 

2）基于前期的业务基础，继续拓展新项目机会 

在处理好前期智慧城市业务合同权利义务相关事项的同时，公司也将利用原已建立的地方政

府关系、合作方关系、股东层面的业务关系主动进行智慧城市相关业务拓展，并采取多种合作模

式，重建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体系，继续拓展智慧城市业务资源，争取为公司带来增量业务收入。 

2017 年上半年，降本增效已初见成果，物业公司在保持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成本、费用得到

了有效控制，亏损幅度较上年相比明显下降；智慧城市业务虽然未能产生收入，但相关成本的发

生得到遏制，未产生新的亏损；另公司整体层面管理费用得到了大幅压缩，与上年同期相比，经

营性业务已经实现大幅度减亏。 

公司物业管理业务比较稳定，但后续进一步发展空间不大；智慧城市业务 2016 年陷入停滞状

态，前期签订大部分合同后续执行可能性较小，当前公司缺乏必要的人员储备、技术经验及资金

支持，尚不具备独立、全面实施智慧城市业务的能力，虽然现管理层已经在积极恢复智慧城市业

务体系，但智慧城市业务后续发展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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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以下简

称“新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新准则要求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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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

进行调整。根据新准则，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

益或者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列示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具体准

则内容见财会[2017]15 号文件）。 

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准则，并根据新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 

根据新准则的要求，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利润表中增加“其他收益”项目，并按新准则

规定列示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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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