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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8              证券简称：青岛中程             公告编号：2019-053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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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半年报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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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程 股票代码 3002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恒顺众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子明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
工业聚集区） 

 

电话 0532-68004136  

电子信箱 hengshunzqb@188.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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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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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535,728,565.21 854,649,785.46 853,648,511.95 -3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40,298.88 189,081,954.29 189,081,954.29 -1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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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412,007.37 189,024,996.65 189,024,996.65 -11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466,466.93 -471,875,702.69 -471,875,702.69 -2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5 0.25 -1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5 0.25 -1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9.50% 9.50%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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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2,470,465.22 5,088,908,170.43 5,088,908,170.43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1,330,235.52 2,105,756,554.23 2,105,756,554.23 -0.2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会计司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明确指出：企业作为

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

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

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对 2018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影响。对 2018 年报表影响

调整前营业收入 854,649,785.46 元；调整后 853,648,511.95 元；其他收益调整前 0；调整后 1,001,273.51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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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3% 166,315,691 0 质押 77,870,000 

贾全臣 境内自然人 14.58% 111,650,623 83,737,967 
质押 111,499,999 

冻结 111,650,623 

戴一鸣 境内自然人 10.26% 78,572,882 0 质押 78,500,000 

贾晓钰 境内自然人 10.05% 76,970,124 57,727,593 
质押 76,962,600 

冻结 76,970,124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050,000 11,050,000   

贾玉兰 境内自然人 0.75% 5,749,875 4,279,735 质押 5,000,000 

严冬梅 境内自然人 0.57% 4,374,000 0   

基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基石
价值发现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900,000 0   

成善杰 境内自然人 0.40% 3,035,150 0   

王杰 境内自然人 0.38% 2,928,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贾全臣与贾玉兰是兄妹关系，贾全臣与贾晓钰为父子关

系，贾玉兰与戴一鸣是母子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贾玉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06,314 股外,还通过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561 股，实际合

计持有 5,749,875 股；公司股东王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28,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28,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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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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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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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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拓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投资开发、特种有色金属矿产运营及产业链整合、
工业园区投资开发与运营等业务板块。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72.8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7.24%，营业成本

46,027.5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75%，实现营业利润-3,49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5.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224.0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1.76%。 

（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 

1、持续推进菲律宾风光一体化项目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与菲律宾ENERGY LOGICS PHILIPPINES,INC公司签订的132MW风电+100MW太阳能发电的

风光一体化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至2019年上半年度，合同涉及的光伏项目光伏场施工进度已达85%，升压站完成80%，

线路完成60%，项目的主要设备招标采购以及生产运输工作完成率达到95%。 

2、大力推进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从基础建设、交通配套、助推入园企业发展等方面全面推进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建设。 

（1）公司承接的2*65MW燃煤电厂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约75%，设备材料采购完成了约98%，土
建工程总体完成38%，安装工程总体完成10%；承接的RKEF冶炼项目一期（4*33MVA镍铁矿热炉）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约

70%，设备材料采购完成了约94%，桩基工程完成了20%。 

（2）园区在建办公楼一栋，建筑面积为2605㎡，项目设计完成100%，场平完成100%，土建完成100%，钢结构主体安

装100%，楼面完成100%，墙体完成约40%；在建接待宾馆一栋，建筑面积为4100㎡，项目设计完成100%，场平完成100%，

土建完成100%，钢结构主体安装约23%，楼面完成约25%。 

3、匹配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探索智能制造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6000万元与浙江和之泰电气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青岛中资中程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系

统发、供电设备设计,生产,安装,调试,维修及技术服务；智慧园区系统开发、集成、销售、运行、维护及技术服务；输变电设

备、水处理设备、机电设备、暖通设备、新能源设备的研发、生产、安装、调试、维修、销售及技术服务等。目前，青岛中

资中程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已初步具备电气成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开始进行新能源（光伏和风电）箱变产品的研发工作。计划

2019年下半年，完成新能源（光伏和风电）箱变产品的研发，并进行箱逆一体化智能型新能源箱式变电站的投产，开始进军
新能源智能箱变市场。 

4、深化战略合作，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扬州市江都区新区实业有限公司、河南远海中原物流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河南远海中原物流

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河南远海滨江恒顺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投资成立扬州远海滨江中程供应

链有限公司。扬州远海滨江中程供应链有限公司依托于远海集团优势产业，结合公司在海外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
政商关系及EPC总包等方面的优势，围绕目标客户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帮助目标客户从采购、仓储、配送等环节中解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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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目标客户能够专注于生产、加工及上下游渠道，提高目标客户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竞争力。公司针对目标客户

的需求，通过将资本、技术、渠道、品牌有机结合，拓展了公司业务发展的链条。 

5、聚力梯队建设，筑牢人才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对人才梯队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诊断、梳理，通过对现有人才的盘点，制定科学、有效的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确保各类人才持续供给。同时公司结合内外部因素，针对业务板块的需要，引进高水平的设计人员，初步搭建具有竞争

力的人才结构体系，通过完备的职级晋升发展通道，激发员工内生动力，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6、加强人员培训，建设企业文化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制定的培训计划，按月对全员进行跨部门多领域多层次的培训，提升员工整体素质。深入诠释
“感恩客户、感恩社会、感恩员工”的企业价值观内涵，夯实企业文化基础；公司进一步深化求实创新、诚实守信、合作共赢

的行为准则，建立明确的价值观正面与负面日常行为导向，激发全员的服务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有效提
升员工凝聚力，助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如“弘扬五四精神运动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参观海军博物馆、“三八妇女节艺术体验插花会”、“关爱生命，义务献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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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准则规定，对于施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

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无需调整。 

2、会计报表格式变更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行，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

示，其他列报格式的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

示）”。对2018年数据调整如下：调整前合并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724,935,793.03元；调整后合并应收票据为29,750,000.00

元，合并应收账款为695,185,793.03元；调整前合并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1,422,231,375.81元，调整后合并应付票据为 

197,390,183.31 元，合并应付账款为 1,224,841,192.50 元；调整前母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406,568,903.12元，调整后母
公司应收票据为 29,750,000.00 元，母公司应收账款为 376,818,903.12 元；调整前母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

1,217,503,361.27元，调整后母公司应付票据为 201,390,183.31 元，母公司应付账款为 1,016,113,177.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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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投资设立青岛中资中程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出资收购PT.Aset Sulawesi Mineralindo（恒顺印尼苏拉威西石灰
石矿有限公司），自收购完成及设立之日起集团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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