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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091                                   公司简称：ST明科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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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明科 600091 明天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  明 徐彦锋 

电话 0472-2207068 0472-2207058 

办公地址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子信箱 guanming@tomotech.com 60009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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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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418,177.30 1,196,947,750.86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9,266,971.61 894,941,051.08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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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3,583.16 -44,962,988.92 5.91 

营业收入 47,963,408.32 25,641,467.91 8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74,079.47 14,810,282.46 -13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65,813.88 -26,698,094.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1.65 减少2.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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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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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60 151,365,424 100,886,524 无   

包头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5,016,686   无   

浙江恒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14,259,597   无   

付永生 境内自然人 1.73 7,554,636   未知   

罗  威 境内自然人 0.79 3,463,120   未知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73 3,196,897   未知   

陈尚军 境内自然人 0.54 2,350,000   未知   

唐紫薇 境内自然人 0.51 2,232,600   未知   

唐  领 境内自然人 0.48 2,118,100   未知   

董  灿 境内自然人 0.47 2,077,14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股东之间、公司法人股股东与前 10 名社

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前10名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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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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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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仍处于战略转型期，一方面利用原有的化工产品购销渠道优势和信息优势，

扩大化工产品购销业务，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

用效益，降低资金闲置成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营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增加现金资产收益，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本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47,963,408.32 元，比 2017年同期增加 87.05 %，净利润-5,674,079.47元，比 2017

年同期减少 138.31%。 

本报告期，董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本着对股东、公司高度负责的态度，正在努力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工作，积极寻找筛选、考察论证合适的投资项目。从契合公司现状以及发展目标的角度，

以保障公司利益、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审慎选择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收购资产，确保提升持

续盈利能力，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7,963,408.32 25,641,467.91 87.05 

营业成本 47,315,659.47 25,296,260.34 87.05 

销售费用 394,418.39 220,302.16 79.04 

管理费用 23,323,586.07 22,074,233.77 5.66 

财务费用 49,716.89 -35,133.81 24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03,583.16 -44,962,988.92 5.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55,758.14 99,294,721.57 -78.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288.00 -907,913.00 3.70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业务增加影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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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业务增加相应成

本增加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业务拓展影响所

致。 

（4）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社保等费用增加影响

所致。 

（5）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日元借款调汇影响所

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支付税款减少影响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收回理财本金及理财收益减少影响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元

借款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与上年同

期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

失 253,060.87 

     

-10,428,723.50  

           

102.43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收到往来款转回坏账损失影

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0,000.00 

         

300,000.00  

           

-60.00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非经常业务收入减少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253.39 

       

1,717,843.87  -99.11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计提税款滞纳金影响所致。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实现投资收益 2,196.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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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 

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 

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4,537,519.75 2.08 46,559,632.77 3.89 -47.30 

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工

资、社保及日常费用影

响所致。  

应收票据 11,134,718.49 0.94 6,628,491.05 0.55 67.98 

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货

款影响所致。  

应收账款 13,329,709.13 1.13 9,556,455.05 0.80 39.48 

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尚

未结算影响所致。  

预付款项 4,095,298.46 0.35 6,376,294.71 0.53 -35.77 

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采

购业务已结算影响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678,672.66 0.06 1,390,570.66 0.12 -51.19 

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日

元借款影响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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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包头市恒盛达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包头市恒盛达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

产管理，股权投资（金融、证券、期货除外）；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31.8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对能源产业的投资；钢材、木

材、建材、机电产品销售；矿产资源的勘查。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1,871.68 万元，

实现净利润-91.82 万元，为公司实现投资收益-29.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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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公司对上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1-02456 号），针对审计意见中的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本公司董事会特作如下说明：  

1、公司将继续充分利用原有的化工产品购销渠道优势和信息优势，扩大化工产品购销业务，

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2、公司目前拥有的原生产厂区工业土地包头市政府已规划为商住、商业和文化娱乐康体用地，

公司也积极配合政府规划和市政工程建设，被征用的部分土地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下一步，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以及《包头市城市规划》、《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

开发的要求，积极配合做好土地开发相关工作，对现有土地进行合理安排，使其发挥效益。 

3、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工作。 

董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本着对股东、公司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工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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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寻找筛选、考察论证合适的投资项目。产业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选项、考察、论证、测

算等阶段，每一个项目相关工作均复杂且量极大，需时间较长，在考虑效率的同时更要着重考虑

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公司始终坚持以符合公司发展需求、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提

升持续盈利能力为原则，严格筛选、考察论证相关项目，以确保公司产业转型目标的实现。 

目前，公司正在努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工作，从契合公司现状以及发展目标的角度，以保障

公司利益、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审慎选择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收购资产，确保提升持续盈利

能力，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综上所述，随着公司产业转型完成后，以及上述储备资源项目开发利用，公司资产质量更加

优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大大加强公司未来发展的综合竞

争实力，也必将保障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董事长：  李国春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