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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18-52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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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中拓 股票代码 0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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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洁 刘静、吕伟兰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浙江交通集团

大厦 8-10 楼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浙江交通集团

大厦 8-10 楼 

电话 0571-86850678 0571-86850618 

电子信箱 panj@zmd.com.cn liuj@zmd.com.cn    lvwl@zm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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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1,949,556.58 21,581,083,977.71 3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946,263.96 85,812,331.83 4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6,157,898.15 67,511,931.95 8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796,565.53 -598,383,15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4.97%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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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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5,411,460.29 10,758,393,750.53 1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5,789,740.60 2,597,619,100.4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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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7.96% 256,413,920 58,166,919 0 256,413,920   

天弘基金－工

商银行－物产

中拓定增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16% 88,913,548 20,169,838 88,913,548 0   

湖南同力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5% 28,038,245 6,360,413 0 28,038,245 质押 10,896,947 

华菱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3% 21,164,977 4,801,227 0 21,164,977   

长沙合众鑫荣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9,517,068 2,158,925 9,517,068 0 质押 7,017,983 

长沙合众鑫越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6,367,535 1,444,461 6,367,535 0   

龙伏佑 境内自然人 0.73% 4,939,861 4,939,861 0 4,939,861   

吉玥 境内自然人 0.30% 2,047,483 351,828 0 2,047,483   

李爱武 境内自然人 0.27% 1,857,688 366,964 0 1,857,688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762,848 1,762,848 0 1,762,8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交通集团、天弘基金、同力投资、华菱控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合众鑫荣、合众鑫越的合伙人均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及少数退休人员等，合众鑫荣、合众鑫越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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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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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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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公司坚持“一二三”发展战略（盯紧一个目标：成为行业领先的生产资料供应链服

务集成商；服务二类客户：服务“基本建设”和“中国制造”两类客户；提升三大能力：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集成服务能力和资

本运作能力），以建设“三同三创家文化”为指引，按照高质量发展，坚持“夯实基础、优配资源、做专做精、提质增效”的工

作方针，着力做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防范风险、深化改革、加强党建各项工作，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面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92亿元，同比增长38.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

47.93%。销售各类金属材料594.21万吨，同比增长37.85%；矿石348万吨，同比增长0.93%；煤炭228.25万吨，同比增长185.02%，

汽车11884辆，同比减少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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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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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浙江中拓弘远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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