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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8            证券简称：*ST 华信           公告编号：2018-080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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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长李勇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孙为民先生、副总经理崔振初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1、公司因 2017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记载，于 2018年 8月 22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目前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2、2018 年的半年报是在 2017 年年报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 2017 年年报被审计师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对 2018 年半年报持保留意见。 

 二、董事陈秋途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1、公司因 2017 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记载，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目前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2、本人作为公司董事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履

职，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尚待核查确认。 

三、董事唐啸波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 1、2018 年半年报是在 2017 年年报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 2017 年年报被审

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因此 2018 年半年报依然存在错报风险。尽管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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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层为消除非标审计意见的原因做出了积极努力，但这些原因尚未完全消除。  

2、由于公司存在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紧张、应收账款清收进度

缓慢、业务规模大幅度萎缩等情况；而公司既未对 2018 年半年报进行审计而得到最终财务数

据，又未得到专业机构对其合法性、公允性和完整性书面确认；因此本人无法判断《2018 年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但考虑到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要求，以及

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现状的义务，本人同意本次半年报在充分提示风险的情况下进行披露。 

本人希望并将督促公司管理层对下半年的经营、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公司发展等主要

事项制订明晰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障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维护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彭娟女士、蔡宝生先生、罗守生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 1、公司因 2017 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记载，目前正接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存在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紧张，业务规模大幅度萎缩等情况。 

2、三位独立董事均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履职，

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尚待核查确认。 

三位独立董事要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希望并将

督促公司管理层对下半年的经营、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公司发展等主要事项制订明晰的工

作目标和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障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五、财务负责人张娟女士：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 1、公司因 2017 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记载，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目前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2、由于 2017 年年报被审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2018 年的半年报是在 

2017 年年报的基础上编制的，本人对 2018 年半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涉及关联方及其关联交易事项说明，无

法确定关联方及其交易是否已按会计准则规定得到识别和披露，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

2018 年上半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 

六、监事会主席熊凤生先生、监事邢根苗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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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1、公司因 2017 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记载，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调查通知书》，目前立案调查和公司自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2、2018 年的半年报是在 2017 年年报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 2017 年年报被审计师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本人对 2018 年半年报持保留意见。 

    七、监事徐欢欢女士：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理由是： 1、本人 2018 年 7 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未参与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度经营，

公司上半年度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尚待核查。2、公司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中，本

人无法确定本次调查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影响情况。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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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华信 股票代码 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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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为民 徐萍萍、邱永梅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27 号嘉汇广场 G

座 21 楼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27 号嘉汇广场 G

座 21 楼 

电话 021-23577799 021-23577799 

电子信箱 sunweimin@cefcih.com 
xupingping@cefcih.com、
qiuyongmei@cefci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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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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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537,010.03 8,937,493,138.03 -9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0,405,194.97 239,597,325.25 -38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9,181,586.31 239,470,009.71 -38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976,859.50 -400,451,873.79 -7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1 -3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1 -3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8% 7.30% -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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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801,517.32 7,039,976,300.95 -3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04,746,159.92 3,522,421,961.2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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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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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信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78% 1,384,501,534  

冻结 1,384,501,534 

质押 868,668,757 

庆天 境内自然人 0.58% 13,152,760   13,152,760 

刘美芳 境内自然人 0.57% 13,000,779   13,000,779 

吴建生 境内自然人 0.25% 5,590,480   5,590,480 

安徽省科技产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22% 5,000,000   5,000,000 

朱思朦 境内自然人 0.20% 4,623,550   4,623,550 

克什克腾旗鑫

泰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8% 4,049,660   4,049,660 

陈玉和 境内自然人 0.17% 3,885,620   3,885,620 

周志永 境内自然人 0.14% 3,212,000   3,212,000 

代颖 境内自然人 0.13% 3,000,000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所有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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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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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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仍然以能源贸易业务、保理业务为两大主营业务。由于两大主营业务出

现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公司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缺乏，致使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出现大幅

萎缩，公司经营业绩亏损。 

1、经营业绩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6,537,010.0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0.75%，实现营业利

润-635,439,026.0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8.53%，实现利润总额-637,070,504.3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288.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0,405,194.9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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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98%，基本每股收益-0.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72.73%。 

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 

（1）公司两大主营业务出现大规模应收账款逾期，公司整体资金短缺、流动性缺乏。 

（2）为维持公司稳健运营，香港天然气、保理公司仅保持存量业务的后续跟进，暂缓

发展新业务。 

（3）福建华信成品油贸易业务受流动性短缺影响，业务规模大幅萎缩。 

（4）根据上市公司近期发布的资产减值计提公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两项主营业务

应收账款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50亿元，累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共计6.18 亿元，

严重拖累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2、改善经营业绩的重要举措 

（1）以财务管理为重点加强公司管控，争取银行借款展期，降低有息负债，对客户应收款

项予以催收，尽早收回资金。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缓解

资金压力。 

（2）针对各类型的资产，公司将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不断减少无效资产且盘活资产，

加快资产周转和利用，切实改善资产结构。努力减少效益流失，增加企业资产管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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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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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2018年08 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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