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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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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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投资 60011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泓 景如画 

电话 021-66601817 021-6660181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电子信箱 yuhong@cjtz.cn cjtzbgs@cjt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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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376,561.97 2,001,135,353.92 -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9,447,963.44 725,231,667.67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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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49,421.11 125,070,402.40 36.12 

营业收入 614,130,740.93 1,671,686,308.78 -6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890,418.64 14,414,869.51 -1,99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77,423,050.21 12,020,337.84 -2,4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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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6 1.52 减少44.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77 0.0469 -1,992.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77 0.0469 -1,9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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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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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64 109,548,391 0 无 0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8 11,009,181 0 无 0 

周汉富 境内自然人 0.42 1,300,800 0 无 0 

邢西明 境内自然人 0.36 1,105,800 0 无 0 

阳波 境内自然人 0.35 1,079,000 0 无 0 

李清 境内自然人 0.31 938,1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937,24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5 770,216 0 无 0 

蒋呀丽 境内自然人 0.24 722,8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697,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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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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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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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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8.32亿元，负债总额 11.55亿元，所有者权益 6.77

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9亿元，少数股东权益 1.38亿元。2018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4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3亿元。 

二、报告期主要经营回顾 

1、“56135”智慧物流信息平台。 

（1）继去年年底运营改革后，进一步调整了 56135平台运营模式，目前平台每日新增 25,000

条交易信息，每日活跃发布会员达到 2,500家。 

（2）继续推进运营 56135物流交易指数和每日运价行情，在原来的运营基础上，每日运价行

情推出分行情，分别是买方运价行情和卖方运价行情，使得每日运价行情更加准确地反应交易市

场的正式情况。 

（3）在重构 56135 各功能板块的基础上，推出 56云物流交易 APP，重新设计 56云 LOGO，56

云平台目前已上线，56云平台更加符合移动用户的需求，为 56135平台带来更多的粘度用户。 

2、稳步扩大分宜长信基金规模，实行价值和功能投资联动。2018 年上半年度分宜长信二期

基金已于 2018 年 4月 26 日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并正式投入运营。二期基金募集规模

达 4.5亿元，目前已累计实缴 2.25亿元。二期基金系一支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聚焦并购项

目。长江投资将继续联合分宜长信二期基金管理人谨慎筛选备投项目，立足实体经济，立足长江

经济带和长三角经济圈，对现代物流以及部分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成长性产业领域的

项目资源进行挖掘和储备。 

3、金属交易中心合规经营与业务转型。金属交易中心根据公司的业务转型的要求，公司加大

了现货贸易的实施力度，遵循“措施有度、平稳缩盘”的原则，动态的研判和预警可能出现不稳

定因素，顺畅维护稳定信息传递通道，跟进处理诉讼和仲裁案件，保证原经营业务平稳收缩整改

工作顺利进行。该公司积极响应全国清理整顿大宗商品各类交易场所的要求，率先完成市商务委

的要求，对原交易平台的商业模式进行调整。原有的主要商品交易停止后，业务规模、净利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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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下降所致。该联营企业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675.47 万元，上年同期为

1,072.17万元，同比减少了 1,747.64万元。 

4、气象科技产业。报告期内，长望科技不断升级技术改造，已完成 70KM 火箭探空仪的样品

的设计制造、高分子湿敏电容研制与产业化已进入测试阶段，对 GTS12 探空仪进行升级研发，本

部销售完成 3,401 万元，净利润 939万元；气象厂销售完成 2,168万元，净利润 617 万元；合并

报表长望科技收入 5,568万元，净利润 1,096万元。 

5、基础设施项目。随着政府建设项目政策的调整，原 BT合作模式调整为项目建设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储备新的建设工程管理项目，截止目前，已对原储备的 2 个基础设施项目

（润川路项目、河滨路项目）进行投资，做到稳步推进。 

6、金融服务业务。长江鼎立小额贷款公司继续坚持其司独特的风控理念，知难而进，锐意进

取。在加强市场营销拓展的同时，全力以赴处理遗留不良贷款，确保小贷公司放贷业务正常有序

开展。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提高公司全员素质。小贷公司合规稳健发展，整体运营情况良好，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小贷公司实现收入总额 936.5 万元，实现净利润 417 万元。 

7、矿业资源项目。上半年长投矿业主要围绕恢复生产的可行性分析工作和矿权维护的工作进

行。公司通过邀请技术专家到矿实地考察，做了大量可行性调研和分析报告，为矿业的后续退出

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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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居亮 

2018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