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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9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2019-023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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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未提出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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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程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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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格艺 文启明 

办公地址 长沙市劳动西路 589 号 长沙市劳动西路 589 号 

电话 0731-85534994 0731-85534994 

电子信箱 gege1608@126.com wqm0708@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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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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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126,345.59 1,937,724,465.74 1,937,724,465.74 -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493,776.13 81,118,372.82 81,118,372.82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3,304,361.61 77,126,558.15 77,126,558.15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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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178,955.29 -141,096,838.08 -141,096,838.08 4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2 0.1492 0.1492 -9.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2 0.1492 0.1492 -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3.96% 3.96%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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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7,099,811.87 4,927,503,024.71 4,927,503,024.71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2,517,533.32 2,764,682,963.45 2,764,682,963.45 6.0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详见第三节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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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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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3% 240,972,484  质押 77,000,000 

湖南天辰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7,305,090    

李志鹤 境内自然人 1.19% 6,493,645    

湖南星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5,887,499    

李怡名 境内自然人 1.04% 5,675,484    

朱小妹 境内自然人 1.04% 5,652,367    

丁碧霞 境内自然人 0.88% 4,785,707    

殷永志 境内自然人 0.74% 4,000,000    

陶美英 境内自然人 0.71% 3,833,278    

长沙水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3,748,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法人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自然人股东与其他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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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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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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行业格局现状和发展趋势基本符合公司董事会年初的预判，报告期内，总体经济运

行尽管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不确定的因素增多、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

两通影响持续、有效需求不足、不充分等问题依旧对公司主业在战略拓展与规模增长上带来一定的抑制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始终坚持“确保基本面和突破发展面”两项核心任务，按照年初既定的战略规划与经营目标，坚定

管理变革与经营创新，公司总部以及各专业业态从运管模式改革入手，深入推动核算模式与盈利模式的变革，以改促转，以

转促提，助推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率）的提高和新的作风、状态、机制和市场适应性体系的形成。同时公司各经营单位

立足新的运营定位，围绕商品和服务两个核心要素，通过创新模式、创新技术，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商品结构、供应链体

系、营销及服务模式，继续保持公司个性适应、良性可持的发展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66,378,177.43元，

净利润73,493,77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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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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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

类资产 
1,112,697,467.4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指定) 

1,112,697,467.48 

 

②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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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 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或已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

收入准则但未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通知附件 1和附件 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对 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了调整。 

2018年 12月 31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9年 1月 1日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990,431.56  
应收票据 656,400.00 

应收账款 10,334,031.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59,125,664.94 
应付票据 656,750,000.00 

应付账款 402,375,6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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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湖南通程中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其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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