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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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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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通能源 600605 轻工机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强 鲍锦丽 

电话 021-62560000 021-62560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207号明基

广场B座7楼 

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207号明基

广场B座7楼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uitongenergy.com securities@huitongenerg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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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38.67 124,843.66 121,827.47 -3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743.23 72,176.53 68,396.45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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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82.65 8,038.19 8,893.46 426.02 

营业收入 7,161.72 120,850.29 118,312.7 -9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62 2,204.48 1,961.43 -10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94 1,949.5 1,956.41 -11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3 3.139 2.872 减少3.3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 0.150 0.133 -105.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 0.150 0.133 -10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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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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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9 44,203,177   无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6 6,872,589   无   

章安 未知 3.04 4,477,516   无   

上海弘昌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4,170,718   质押 4,170,718 

余良辉 未知 2.37 3,485,303   无   

周爽 未知 1.9 2,800,700   无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昌盛二号

私募基金 

未知 1.8 2,658,134   无   

上海文洲投资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未知 1.74 2,560,000   质押 2,560,000 

卢冬芳 未知 1.03 1,511,390   无   

林锡希 未知 0.81 1,198,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与上述其他九大流通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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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汤玉祥 

变更日期 2019 年 1月 2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19 年 1月 22 日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 

c/2019-01-22/600605_2019012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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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风电业务的收入增长、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和政策环境等均受到了巨大

挑战，公司于 5 月剥离该部分业务；暂停风险较大的贸易业务；收购绿都商业，房产租赁和物业

服务业务收益稳定。 

（一）房产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共实现房屋租赁营业收入 2,682.24 万元，同比增长 140.42 万

元，增幅 5.52%；实现物业管理收入 1,126.22 万元，同比增长 26.01 万元，增幅 2.36%。2019 年

上半年，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业务的营业收入、盈利能力稳步增长，管理趋于成熟，新项目改造

按计划推进。 

1、公司现有房产状况 

公司在上海合计拥有八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产，分布于静安、虹口、宝山、闵行、浦东

新区、杨浦、黄浦和青浦等多个区。目前，公司在城市核心区域，如静安和黄浦的物业主要用于

办公和商业，出租率高，租金达到或略高于周边平均水平；公司在城市更新的重点区域，如虹口

和杨浦的部分项目正在根据区域规划的调整重新定位；在经济转型和升级的浦东新区、闵行和宝

山等地，公司有大量空置的项目，这些项目将给公司收益带来增长潜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房

产管理团队对公司在宝山和闵行的合同到期项目或者空置项目进行了规划和重新定位，继续保持

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对项目发展方向有了清晰的理解，为未来的改造和经营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已列入征收范围的有虹口区东余杭路 907 号项目、中兴路 297 号及中兴路

315 号 3 号甲项目和杨浦区平凉路 583 号项目，报告期内均在同相关部门进行磋商。 

目前，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公司大量空置房产将以各种形式投入市场，在租物业也会通过优

质运营进一步提升租金回报，房产经营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房产租赁业务也会成为公司

持续经营的优质业务。 

2、郑州商管状况 

公司子公司绿都商业运营的“百年德化·风情购物公园”位于郑州市德化街。占地面积 51.53

亩，总建筑面积近 6 万平方米。 

绿都商业以管理体系和队伍建设为基础，围绕商业经营管理和品牌建设，通过对步行街式商

业、办公形态经营模式的探索，形成了休闲、运动、流行、美饰、餐饮、影视娱乐、通信等多位

一体的商业中心，主题定位清晰明确，商业布局趋于合理，保障公司的利润增长。 

3、面临的挑战 

（1）市场变化：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对办公产品市场和商业物业的经营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共享经济在形态上冲击着物业市场，考验着经营团队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整合能力。 

除少数房产（如南京西路 1576 号）以外，大多数房产都是旧有工业厂房，且房龄普遍较长，

基础设施陈旧且不完善。同时，厂房结构内部空间跨度较大，不做进一步装修很难满足普通商业

或办公的需求。但是，公司因地制宜地定位，与有行业经验和口碑的设计师合作，投入合理的改

造成本，以最符合市场的形态呈现出来，配以最个性化的服务标准，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2）政策不明朗：对上海这个老工业城市来说，城区大量工业用地仍由国企控制。经济转型

后，土地房产如何转型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上没有明确的路径，各个区县在实践上也不一致。作为

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我们一直以配合城市更新的负责任的态度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并定位产业，

以可持续经营、稳定经营为宗旨谨慎决策项目投入。由于政策的不明朗，的确影响了房产利用的

效率，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3）司法救济成本过高：由于公司物业位置和状态决定了部分房产我们采取“出租模式”经



营，但当承租方出现违约情况时，司法救济效率太低，成本过高，往往是拿到了胜诉判决几年都

执行不了，物业继续被强占，不但收不到使用费，还要承担巨大的安全责任，造成更多物业的空

置，使房产得不到最有效利用。 

（4）政府征收或收储核心区域房产 

由于上海城市更新和基础建设需要，公司不断遭遇房产项目被征收动迁。这对公司来说是机

遇也是挑战，因为动迁，可以为公司带来大量现金流，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转型发

展，同时核心区域房产往往也是租金收益最高最稳定的。如何平衡变现与持续经营的能力，成为

公司面临的课题。在报告期内有虹口区东余杭路 907 号、中兴路 297 号及中兴路 315 号 3 号甲和

杨浦区平凉路 583 号等处已启动征收程序。 

（二）风电业务 

2019 年上半年风力发电营业收入 2,800.41 万元，比上年减少 2,283.30 万元；营业毛利为

849.02 万元，比上年减少 2,182.87万元，毛利率同比下降 29.32%。 

公司报告期内运营的风电项目是的卓资巴音锡勒风电场一期、二期项目，项目地处内蒙古卓

资县巴音锡勒草原。公司风电业务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取决于该区域气候风能和上网电量。而电

网对于风电产业的限电水平会对公司未来上网电量产生较大的影响。 

1、2019 年上半年公司风场区域的气候风能和风况 

2019 年 1 月至 5 月，公司一期、二期项目风场区域风速低于 2018 年同期。2019 年 1 月至 5

月一期、二期平均风速比 2018 年风速低 1.3 米每秒。 

2、公司风场限电损失情况 

2019 年 1 月至 5 月与 2018 年同期限电损失电量比较，2019 年 1 月至 5 月限电量较上年同期

减少，发电小时数增加。 

3、电力多边交易 

内蒙地区目前限电严重，作为解决措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推出了电力多边交易措施。电力

多边交易是由发电、用户和电网三方共同参与，从发电侧与用电侧两端引入竞争机制，三方协商

价格的一种交易模式。 

4、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面对风电业务的巨大挑战，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转让内蒙古投资 100%

股权及卓资风电 5%股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上述交易的股权过户工作，公司不再持有内蒙古投资 100%股权及

卓资风电 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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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