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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0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8-064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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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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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 股票代码 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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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冠宇 鲁炳波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

总部大楼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

总部大楼 

电话 010-80559199 010-80559199 

电子信箱 xin000620@126.com xin000620@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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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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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966,100,089.60 2,219,946,686.05 2,219,946,686.05 3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185,406.15 186,138,582.72 184,505,034.84 -2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9,460,877.20 54,199,500.17 54,199,500.17 13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3,933,650.55 608,420,068.45 613,678,529.81 12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98% 2.95% -0.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1,953,284,493.88 51,295,369,946.96 51,458,001,555.87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92,155,292.44 6,433,342,931.93 6,543,746,396.28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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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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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79% 1,134,081,595  质押 1,118,341,562 

北京赣商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 94,017,997    

北京九州万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56,861,398    

北京中投国兴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3% 46,079,506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3% 38,431,166    

西藏雪峰科技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 30,527,354    

上海富诚海富

通资产－平安

银行－富诚海

富通蓝筹二号

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48% 28,143,09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广博 2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02% 19,393,436    

黄立慧 境内自然人 1.02% 19,348,775    

吴梦玲 境内自然人 0.85% 16,18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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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前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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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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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新华联不动产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 

15 华联债 112240 2022 年 04 月 01 日 130,000 7.50% 

新华联不动产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5 新华联 118327 2018 年 07 月 03 日 0 8.16% 

新华联不动产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6 华联债 112381 2019 年 05 月 30 日 22,232.62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83.91% 83.86% 0.0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4 0.88 -15.9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70,525.29 81,845.65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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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1,297.07 -45,286.87 -145.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6,762.85 -200,760.35 -82.6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2,019.07 452,640.67 -44.3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3 0.00% 

利息保障倍数 0.56 0.63 -11.50%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8 1.89 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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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2018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的总要求，我国经济继续

稳定增长，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新动能持续显著成长，总体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各地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

动摇、力度不放松，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文化事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文旅产业持续升

温。依托宏观经济态势及政策指引，公司进一步贯彻落实“文旅+地产+金融”的战略定位，积极加速战略转型，着力打造文化

旅游项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动实现战略转型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33.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86%。 

（二）紧跟宏观调控政策，推动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1、房地产行业分析及公司竞争优势 

2018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政策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调下继续构建长短结合的制度体系。中央层面，注重

深化基础性关键制度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加快住房租赁体系建设，保障居民合理自住需求；地方层面，深入推

进住房制度改革，优化住房和土地供应结构，完善基本住房制度体系，加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基础性关键制度改革深入

推进，长效机制加快建立并完善背景下，2018年房地产稳定运行进一步强化。从不同级别城市来看，重点城市新房成交面积

继续缩减 ，一二线城市成交继续回落，其中一线城市降幅最为明显；三四线代表城市上半年棚改力度仍然较大，成交规模

绝对值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公司的城市布局主要位于一线城市及其周边热点地区、人口基数大、GDP高速增长的二三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热点城

市。上述地区完善的城市功能、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及广泛的市场需求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公司拥有住宅、

商业、酒店、儿童乐园、城市综合体等丰富的经营业态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涵盖消费者全方位生活所需。同时，公司以消费

者的满意度为重要目标，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切实强化品质管控意识，全面加大项目质量检查，严格把控项目建设的各个节

点，保证一流可靠的产品质量，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为公司拓展了市场。 

2、房地产项目储备情况 

公司土地储备重点围绕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及周边地区、热点二线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公司致力于转型升级，加快文化

旅游项目的发展，新增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储备规划趋于审慎，步伐有所放缓。 

3、房地产项目开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文化旅游项目及重点房地产项目，加快开复工建设，全面升级工程管理，加强工程量化考核，项目

进度和品质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实现开复工面积468.23万平方米，竣工交付16.9万平方米，有效保证了上市公司收入和利润

的结转。 

4、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41.36万平方米，销售金额47.39亿元，结算面积17.82万平方米，结算金额18.31亿元。面对

瞬息万变、持续趋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公司把握时机，结合房地产行业季节性及区域性特点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营销

活动，在传统住宅持续稳定热销的基础上，公司在文旅及商业销售方面取得突破，有效保证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除上海、

长沙、芜湖、唐山、内蒙古、西宁等项目持续热销外，公司在文旅转型基础上推出的一号重点工程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项

目，带动了自身商业、公寓产品的快速销售，创造新华联品牌发展新高度。 

（三）寻求多元化融资渠道，保障公司平稳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开展融资工作，在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方式基础上，大力拓展多元融资方式，积极推进20亿元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和16亿元中期票据的申报工作。2018年4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申请取得深交所无异议函，公司中期票

据注册申请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将根据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积极推动上述债

券及中期票据的发行工作。 

（四）战略转型全面推进，文旅、金融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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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旅游方面 

文化旅游产业为公司转型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支柱。进入2018年，公司各文化旅游项目继续快速推动：全国旅游优选项目、湖

南省重点工程——长沙新华联铜官窑景区在报告期内已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将于2018年8月28日正式开业运营。公司首个文

旅项目芜湖鸠兹古镇继东岸全面开街后，海洋秀场于报告期内正式营业，鸠兹古镇西岸业已全面竣工。位于青海省黄金旅游

线路上的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项目于报告期内加快建设进度，力争年底前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将于2019年试运营，建成后

的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将成为西北旅游度假新地标，为整个西北五省营造一个无季节的、梦幻级的亲子旅游度假胜地。韩国

新华联锦绣山庄项目于报告期内获当地道议会审批通过，正全面开展开工筹备工作。此外，为实现“产城融合”目标，公司旗

下各文旅项目积极向教育、体育、文化、会展等产业拓展，以提高公司项目的吸引力与附着力，为实现公司商业地产与文旅

地产板块多元联动继续探索新路径。 

2、金融方面 

公司在银行、金融科技、保险等多个领域均有所布局，将公司的主营业务与金融结合，可分享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成长果实。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长沙银行股份2.894亿股，占其发行前总股本的9.40%，为其第二大股东。对成长性

强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大力投资，可分享金融行业未来的高成长空间。新丝路文旅于2018年8月1日完成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成功收购深圳市你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00%的经济权益，使公司业务扩张到了金融科技领域。此外，公司参与

发起设立的亚太再保险公司正等待保监会审批。多元化的金融业务符合公司战略转型规划，能够极大地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继续强化人才战略，团队建设卓具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人才战略。人才引进方面，公司招聘工作向重点文旅项目倾斜，以满足文旅及酒店行业快速扩张

带来的大量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培训与发展结合、总分联动等方式，针对不同业态开展了系统

培训，提升了人才专业度及团队凝聚力。 

（六）抢占市场先机，创新营销模式 

2018年以来，中央、各省市的房地产调控和限购政策愈发显著。公司根据宏观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提早对营销工作制定

整体策略、进行统筹部署，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销售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强。公司以业绩为导向，根据各项目

的具体情况，创新营销模式和渠道，强化分销，加强文旅商业联动，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 

（七）积极维护公共关系，品牌宣传不断深入 

在加速企业战略转型落地的同时，公司全面强化品牌塑造。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品牌宣传力度，与国内外知名媒体保持

密切联系与沟通，结合公司重大事件积极开展媒体宣传活动，并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及时发布公司阶段性经营成果，

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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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增加子公司新华联儿童乐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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