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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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津松江 60022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詹鹏飞 / 

电话 022-58915818 /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

湾园公建1号楼 

/ 

电子信箱 songjiangzq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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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4,165,743,612.57 13,923,080,634.76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61,993,026.14 1,237,048,022.55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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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855,464.65 283,495,974.91 22.35 

营业收入 420,389,683.92 835,409,877.68 -4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5,994,650.83 -187,438,001.65 4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465,429.51 -182,276,017.04 8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0 -12.24 减少1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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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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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0 274,102,592 0 质押 245,572,888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0 177,743,597 0 无 0 

上海沅乙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4 35,937,809 0 无 0 

刘祖德 境内自然人 0.90 8,401,600 0 无 0 

张国明 境内自然人 0.59 5,524,463 0 无 0 

于梅 境内自然人 0.44 4,074,400 0 无 0 

华夏基金－工商银

行－陕西省信托－

陕国投·盛唐 47 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3,953,018 0 无 0 

赵珠莲 境内自然人 0.42 3,888,800 0 无 0 

庄国文 境内自然人 0.41 3,823,4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未知 0.34 3,171,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中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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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 

变更日期 -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 

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集

团”）《关于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情况的通知》。根据天津市国资委的部

署，市政集团正在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前期工作，市政集团拟通过增资扩股、股权转让

等形式引入投资者。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天津市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市政集团 100%股权注入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诚资本”），这就使得津诚资本拥有公司权益的

股份超过 30%，构成要约收购。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豁免津诚

资本要约收购义务。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接市政集团通知，市政集团 100%股权注入津诚资

本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 

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津诚资本负责推动市政集团混合

所有制改革，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混改基准日，已依法依规履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

估、债务处理、法律审核、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职代会及内部决策程序。《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已报请市国资委两委、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

过。 

为确保市政集团混改工作顺利推动，津诚资本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将持有的市政集团 51%

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项目信息正式披露。挂牌期间，该股权转让项目尚未征集

到意向受让方。按照市政集团混改工作的整体安排，经天津市国资委同意，津诚资本调整公告内

容，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了市政集团股权转让项目二次挂牌申请，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将市政集团 65%股权转让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信息正式披露，披露

时间为 20 个工作日。 

2019 年 4 月 25 日，津诚资本收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发来的通知，截至挂牌公告期满，征得 1

家联合体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名称：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三方。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收到津诚资本通知，意向受让方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有

关手续原因，申请延期缴纳交易保证金，待完成手续后，按交易流程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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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9 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经相关部门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0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4%，二季度增长 6.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3207 亿元，同

比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179984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247743 亿元，增长 7.0%。 

1、房地产行业概况 

2019 年 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1609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45167 亿元，增长 15.8%，增速回落 0.5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

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3.3%。 

1-6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7229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8%，增速与 1-5 月份

持平。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38284 万平方米，增长 10.3%。房屋新开工面积 105509 万平方米，

增长 10.1%，增速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77998 万平方米，增长 10.5%。房屋

竣工面积 32426 万平方米，下降 12.7%，降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22929 万

平方米，下降 11.7%。  

1-6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7578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降幅比 1-5 月份扩大 0.2 个百

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0%，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 10.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12.3%。商品房销售额 70698 亿元，增长 5.6%，增速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8.4%，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12.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10.0%。  

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0162 万平方米，比 5 月末减少 766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

积减少 672 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 16 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减少 74 万平方

米。 

1-6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84966 亿元，同比增长 7.2%，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 13330 亿元，增长 8.4%；利用外资 43 亿元，增长 51.8%；自筹资金

26731 亿元，增长 4.7%；定金及预收款 28465 亿元，增长 9.0%；个人按揭贷款 12806亿元，增长

11.1%。 

2、信息服务行业概况 

信息服务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产业政

策的支持、强劲的信息化投资和旺盛的 IT 消费需求等因素，已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 

近年来，中国的云计算行业生态系统逐步走向成熟，云计算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成熟案例在

各省市不断涌现，云计算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 2014年开始，国内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开始快速发展。随着 5G、物联网等终端应用场景的技术演进与迭代，终端侧上网需求量将呈

现指数级增长，同时对 IDC 的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扩大，IDC 市场需求随之拉升。根据中国 IDC

圈科智咨询的预测，预计 2020 年，中国 IDC 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增长，市场规模将超过 2000

亿元。 

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 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IDC 作为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基石，是信息化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

之一。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发展实体经济

的一个主攻方向，大数据、云计算与实体经济的深度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便利和硬件保障。 

3、融资租赁行业概况 

随着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职能划归到银保监会，融资租赁行业面临监管趋严趋紧，但亦有利

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融资租赁行业运营环境持续

优化，市场需求逐步提升，给融资租赁行业带来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据中国租赁联盟、联合



租赁研发中心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不含单

一项目公司、分公司、SPV 公司和收购海外的公司）总数约为 12027 家，较上年底增幅为 2.1%；

行业注册资金统一以 1:6.9 的平均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约合 33255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1.0%；

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 67000 亿元人民币，比 2018 年底增加约 500 亿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主导产业为房地产开发，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工程投资 0.52 亿元，同比减少 80.81%；

无新增房地产项目；新增开工面积 2.89 万平米；无新增竣工面积；报告期内，在建面积 41 万平

米，在建权益面积 34 万平米。报告期内，公司无结算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0.93 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 0.8 亿元，同比分别降低 90.24%和 91.75%。公司销售计提结

算面积 0.8533 万平方米，结算收入 5860 万元。 

在发展传统房地产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稳步发展融资租赁等新兴

产业。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3.89 亿元。报告期内，卓朗科技牢牢盯住京津

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棚改旧改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布局全国市场、拓展重点项目、加速市场占有率，上半年业务的覆盖行业和地区覆盖均较上

年有所突破。 

报告期内，卓朗科技成立了卓朗安全公司，在四川、新疆、辽宁等地的业务上取得了较大的

突破；系统集成业务签约重点项目 6 项，签约金额约 3.88 亿元；IDC 业务建设中项目 4 个、待验

收项目 1 个、运营中项目 1 个，运营托管机柜达 2024 个；卓朗 APP“萝卜开会”产品正式上线，

“打卡助手”每日在线活跃用户顺利突破 2 万，且海外版也在东南亚和美国等多个国家成功上市。 

（三）公司下半年经营思路 

房地产领域，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相应的销售策略，加快本地及外埠项目销售力度和销

售进度。在目前尚处于恢复期的商业地产市场环境中，通过出让、合作等商业经营形式，积极盘

活商业项目，加快去库存速度，推进租售并举，盘活闲置资产，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降低财务

费用。并积极寻找市场销售前景好的住宅项目，扩充新项目储备。公司仍将继续实施商业地产和

住宅地产并重的发展模式。 

下半年，智慧城市领域方面，将继续聚焦行业发展模式的新变革和公司发展的突出短板，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定信心、强化落实，以实际行动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卓

朗科技将在巩固京津冀市场占比的同时，加强全国区域重点布局，加大新客户拓展力度，逐步扩

大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预计将在四川、辽宁地区成立子公司，在新疆地区落地重大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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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立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