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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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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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天业股份 600807 济南百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磊 王威 

电话 0531-86171188 0531-86171188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主办公楼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主办公楼 

电子信箱 600807@vip.163.com 600807@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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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254,374,265.98 7,261,917,266.35 7,261,917,266.35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89,592,888.53 1,228,717,962.14 1,228,717,962.14 4.9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4,202,756.24 24,814,953.23 26,846,512.31 2,778.11 

营业收入 620,070,653.31 666,680,133.98 666,680,133.98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659,539.03 -632,972,188.42 -638,716,447.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147,358.72 -732,796,797.74 -738,541,056.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82 -66.24 -44.25 

增加71.06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73 -0.7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73 -0.7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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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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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17 213,840,530 76,373,587 冻结 213,840,53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5.28 46,700,000 0 无 0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6 13,787,521 0 无 0 

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2 11,678,800 0 无 0 

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2 10,755,700 0 无 0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1 10,732,455 0 无 0 

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5 10,164,101 0 无 0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3 9,959,802 0 无 0 

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

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1 9,817,300 0 无 0 

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5 9,286,60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明 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济南高

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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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周期下行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受贸易摩擦、地缘政治、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金价上涨；中国经济承压前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各地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跟进政策，因城施策、

一城一策以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在政府、高新城建的指导、帮扶下，公司紧紧围绕 2019 年度经营计划和发展目标，深耕房地

产、矿业、金融等主营业务，积极拓展房地产业务规模，提升主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推动债

务和解和应收账款清收工作，化解公司发展风险；调整组织架构，打造精简高效的管控流程，提

升管理效率，公司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1,644.46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6.04%，其中：房地产业务实现收入 21,155.1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5.44%，占营业

总收入 25.91%；矿业实现收入 40,851.9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68%，占营业总收入 50.04%；

金融业务实现收入 19,637.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0.22%，占营业总收入 24.05%；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65.9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959.29 万元。 

房地产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增储备与尾盘去库存并举，提升房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方面，通过合作开发的方式新增济南“劝学里”、临沂“沂河传奇”两宗房地产项目，与合作方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效降低项目运作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加大现有存货的销售力度，积极

去库存，加快资金回流，报告期内，公司确认商品房销售金额 16,724.71 万元。 

矿业方面，明加尔公司改组董事会，提升管理和决策水平，并通过优化采矿安排，提升经营

质效。报告期内，明加尔公司成立了新一届董事会，并由董事会组建了任命委员会、战略和风险



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资委员会，进一步提升决策水平。根据 Pajingo 矿区的资源储量分

布情况，明加尔公司完成了拟井下新开采林恩矿段的设计方案，并调整矿床底部回采区域的开采

设计方案，有助于降低后续开采成本。报告期内，明加尔公司生产黄金 43,038.00 盎司，比上年

同期增加 0.25%；实现营业收入 40,851.9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68%；实现净利润-1,438.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460.06 万元。 

金融业务方面，调整优化结构，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金融业务稳健发展。公司根据

新的战略规划布局，收购了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鲁证新天使投资有限公司，实

现了金融业务在债权、股权等领域布局，并开始建立与其治理架构、管控模式、市场运营相匹配

的风险管理体系。小贷公司转向不动产抵押贷款、票据等低风险业务；博申租赁业务主要面向大

健康、医疗类融资标的，同时加强应收账款催收，收回了前期逾期的部分保理利息。报告期内金

融业务实现收入 19,637.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0.22%，实现净利润 12,682.47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8,539.55 万元。 

“瑞蚨祥”老字号方面，成立瑞蚨祥事业部，加快推进实施振兴“瑞蚨祥”老字号战略。由

瑞蚨祥事业部负责相关业务的统一运营，做好相关产品的市场宣传推广工作，开拓大型优质客户

资源，提高品牌市场竞争力。 

公司治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

为有效控制公司经营风险，适应市场化运作要求，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系统性梳理和完

善了各职能部门和各事业部职能，进一步理清、界定管控中心、利润中心职责权限，突出业绩导

向，打造精简高效的管控流程，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积极应对被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反映的相关问题，妥善化解风险，营造稳定发展环

境。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好债务和解各项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好有关债务的谈判、沟通工作，实

现债务重组收益 4,725.60 万元，另一方面协调已和解债权人做好相关涉诉案件的撤诉工作；同时，

积极追讨被占用资金，主动化解违规担保引致的诉讼等情形，积极配合好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

维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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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

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将

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应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

账面价值。 

②、利润表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③、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④、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

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对相关科目的影响金额：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490,483,005.91 

应收票据 2,100,000.00 

应收账款 1,488,383,005.91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62,682,326.1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2,682,3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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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