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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2                           证券简称：恒立实业                           公告编号：2019-38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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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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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立实业 股票代码 0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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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滔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经济开发区岳阳大道东 279

号四化大厦第 7 楼 
 

电话 0730-8245282  

电子信箱 yueyuan42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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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69,908.06 36,549,622.00 28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24,507.58 -3,857,109.95 6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62,587.78 -3,639,226.24 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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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040,659.16 -26,117,906.67 25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6 -0.0091 6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6 -0.0091 6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2.0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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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8,030.49 341,971,619.51 -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481,313.55 190,705,821.1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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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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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阳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9% 76,496,653 0 
质押 76,000,000 

冻结 76,496,653 

深圳市傲盛霞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54% 70,350,000 0 冻结 70,350,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68% 24,133,347 0   

深圳金清华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6% 16,000,000 0 

质押 16,000,000 

冻结 16,000,000 

岳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00% 4,260,000 0   

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0.28% 1,200,000 0   

黎春生 境内自然人 0.26% 1,103,800 0   

杨庆荣 境内自然人 0.26% 1,100,700 0   

刘水白 境内自然人 0.23% 960,800 0   

范立加 境内自然人 0.19% 810,000 0   

陆玲娣 境内自然人 0.19% 8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关联关系未知，也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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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的第 7 名股东黎春生，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103,800 

股。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的第 9 名股东刘水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60,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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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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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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督促各专门委员会和经营层认真履行职责，持续加强规范运作。 

公司传统主业属于汽车空调行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传统产品市场

已完全成熟，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报告期内公司传统主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为加

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近两年，公司新设立了贸易子公司，增加了大宗商品贸易业务，该业务开展时间不

长，虽能产生一定的收益，但由于贸易行业的特性，需求资金较大，利润率较低，对公司利润贡献有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立足于主业不突出的现状，致力于生产经营、日常治理、结构改善等方面，各子公
司均努力丰富业务结构、尝试多元化经营、挖掘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公司经营层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 零部件公司在稳定现有客户基础上，根据客户需求不断进行业务品种创新，努力适应市场环境变化。

报告期新开发了中联重科蒸发部分空调系统，目前已批量供货；永康斯科若K23项目也在积极研发当中；

中恒天H2汽车空调系统已基本实现从研发到优化量产。严抓生产的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了质量管

理体系，完善了绩效考核制度，进一步提升了管理能力，充分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提高了内部运行效率。
加强员工业务培训，加大产品质量控制，努力降低运营成本、开拓销售渠道，增强经济效益。 

2. 投资公司目前除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国债逆回购业务外，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

的业务品种。由于今年上半年市场整体资金面比较宽松导致市场整体收益率偏低，受此影响，国债逆回购

业务的收益率相较去年有所下降。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率，报告期内开展了房地产代理销售业务、

金属贸易业务等，另外还投资参与认购了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同时为今后业务的开展做了准备工作，通过
项目分析筛选和积累了一批可行性较高的项目，建立了一批可信的资源渠道。 

3. 贸易公司业务稳定开展，与上下游客户保持着持续良好的合作关系，信用机制已逐步成型，诚信度

和企业实力已通过了实际业务检验，目前业务模式更趋成熟，贸易流程更趋完善。报告期主要开展了大宗
商品乙二醇贸易业务，同时对新产品新模式进行开发，努力拓展新业务链条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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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14,086.99万元，同比增加285.42%，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开展大宗贸易所

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622.45万元，同比增加亏损61.38%。主要原因是传统空调主业产品订单不足，

新开展的贸易业务利润率偏低，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内由于非经营性利润的减少，亏损额有所增加。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约32,170.8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约18,448.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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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