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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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王佳 出差 季胜君 

董事 朱继东 出差 邢建华 

独立董事 黄真诚 出差 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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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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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创业 6002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乃轶 庞学英、王薇 

电话 62789999 62785521 

办公地址 上海市娄山关路85号A座 上海市娄山关路85号A座 

电子信箱 oiehq@oie.com.cn oiehq@oi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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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8,601,468.59 7,993,735,632.28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12,701,110.43 3,667,082,946.47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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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87,609.33 -439,287,179.91 53.11 

营业收入 8,779,245,609.41 8,435,519,674.92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817,286.56 71,690,232.64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538,949.72 38,150,747.54 6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1 1.81 减少0.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4 -14.29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61.30%和71.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增长，毛利有所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3.11%，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东松公司结算周期

的变化，现金流出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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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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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7.46 352,312,948 0 无   

钟旭丹 境内自

然人 

0.53 2,763,4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007,856 0 无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

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30 1,583,834 0 无   

方引 境内自

然人 

0.30 1,560,000 0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 其他 0.29 1,519,400 0 无   



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白玲玲 境内自

然人 

0.22 1,162,5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146,200 0 无   

张顺洪 境内自

然人 

0.20 1,067,700 0 无   

唐哲 境内自

然人 

0.16 813,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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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东方国际创

业股份有限

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

债券 

19 东创 EB 132016 2019 年 3 月

26 日 

2022 年 3 月

26 日 

150,000,000 1.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86 50.6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69 16.7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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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货物贸易和现代物流为一体的，产业经营与资本运作相

结合的综合型上市公司。公司从传统外贸企业起步，已经发展成为在国内外贸易、现代物流、资

产经营和投资管理方面具有较强实力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5.22 亿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84.6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41.03 亿元，2019 年 1-6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7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2 亿元。（未经审计） 

纺织服装产品进出口贸易是公司的传统主业。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已经拥有从纺织服装产品

国内外接单、打样设计、原材料和成品采购、工厂生产到全球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作为国内

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商之一，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产品涵盖全品类服装纺织产品，拥有多个知

名品牌，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渠道，市场声誉良好。 

公司物流板块下拥有多家全资控股的物流和航运公司，从事包括国际航运、国际船舶代理、

国际货运代理、国际集装箱储运及报关、报检等在内的综合物流业务。近年来，公司整合资金、

物流和贸易等综合优势，开发了 “易融达”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定制服务，实现了

物流和贸易业务的联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医疗设备和器械的进口经营企

业之一，其医疗设备进口代理与招标业务在国内名列前茅，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2019 年上半年

以来，东松公司新发起设立的多家分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良好。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积淀，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公司对欧洲、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

进出口业务及产业链布局较为均衡。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进出口企业和生产企业带来了

一定的不利影响，目前贸易摩擦对公司整体影响有限，不排除中美贸易政策环境继续恶化对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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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没有变化。 

 

3.5 其他披露事项 

1、2016 年 7 月，公司出资 1.5 亿元投资的赛领教育基金签署投资协议，收购英国 Astrum 教

育集团 100%股权。2016 年 9 月上述收购完成交割，赛领教育基金共计出资 4.07 亿元(其中包含三

年期并购贷款金额 2.2052 亿元及利息 3,456 万元，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到期)。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上海赛领旗育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旗育”，为收购 Astrum 教育集

团专门设立)发出的邮件通知，向公司提示相关风险事项，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向旗育正式出具了《提



前到期通知书》，向旗育通知并购贷款余额 181,774,683.40 元提前到期，导致旗育无法完成对

Astrum 教育集团的现金流补流，可能引起 Astrum 教育集团运营流动资金的断流，产生重大运营

风险。公司将积极配合赛领教育基金管理人协调各方合伙人，制定相关解决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19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临 2019-044 号公告。 

2、鉴于 Astrum 教育集团极可能面临运营资金断流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公司董事

会认为旗育的公允价值发生重大变化，需相应地对教育基金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预计将减少

2019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2.80 万元（剔除递延所得税影响），详见临 2019-048

号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