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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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股份 600851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欣B股 9009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莉莉 潘荣辉 

电话 021-63917000 021-639170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

大厦18楼 

上海市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

大厦18楼 

电子信箱 hxsecretary@haixin.com prh@haix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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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8,602,930.05 4,509,445,358.47 1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940,978,880.56 3,420,684,395.47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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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37,558.44 26,330,531.39 -213.32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503,046,378.24 489,015,831.28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739,404.37 78,988,321.52 -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322,181.53 82,279,919.36 -66.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943 2.1978 减少0.30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78 0.0654 -1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78 0.0654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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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95 

其中： A 股：35,863 户；B 股 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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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圳凝瑞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7.77 93,839,551 0 无   

2、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0 82,082,000 0 无   

3、深圳市华联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未知 4.97 60,005,808 0 质押 60,005,808 

4、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26 39,300,000 0 无   

5、深圳市惠和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惠和基金

惠和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5 39,288,210 0 无   

6、申海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46 29,749,458 0 无   

7、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91 23,085,700 0 无   

8、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兴国 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1.80 21,680,049 0 无   

9、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华睿系列·金沙 4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未知 1.37 16,587,643 0 无   



划 

10、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兴国 2 号集合资金信

托 

未知 1.35 16,268,707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凝瑞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市惠和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惠和基金惠和 2号证券投资

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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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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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全球金融波

动明显，对美出口受到制约。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进一步

优化管理模式，夯实医药板块、整合纺织板块、推进工业地产开发、稳定金融板块，维持各板块自

我良性发展，不断增强公司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73.9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71%。开展的重点工作有： 

 

1、深入挖掘自身潜力，落实战略部署 

根据董事会在年度会议上确立的工作部署，公司在行业趋势、企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方向、管

控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董事会战略委会议对公司战略优化方案进行研讨，分析公司

各业务板块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思路及发展方向，确立了“完善治理、稳定营收、盘活资产、

做实产业、深化改革”五方面的战略优化构想，并将目标和压力分层传递，落实战略部署。 

 

2、医药板块稳步发展，夯实经营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06 亿元，同比增长 3.07%。 

赣南海欣完成新厂房整体搬迁，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完成现代化药品生产厂房，获

得颗粒剂（干混悬剂）、冻干粉针剂等四条生产线的 GMP 证书，并于 7 月初完成 VD2 原料药、小容

量注射剂（最终灭菌）两条线的 GMP 认证现场检查。同时老厂区整体被收储事宜也基本完成。 

西安海欣通过降低成本、开拓销售渠道、改造原料生产车间等措施，经营状况大幅改善，上半

年实现扭亏为盈。 

海欣医药（医药流通企业）面对行业政策的严峻考验，努力坚守业务阵地，通过着力提升投标



品种中标率，积极开发新的品种与医院渠道，加强与优质供应商的合作力度等举措，力保营业收入

稳定；同时，通过多举措降低企业成本。 

海欣生物 APDC 项目Ⅲ期临床试验有序推进，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Ⅲ期临床入组病例 32 例。

另外，该公司亦在着手探讨以研究者发起的临床方式，开展探索性临床试验，观察其短期复发率与

未接受 APDC治疗患者的差异。 

 

3、纺织板块稳步调整，狠抓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纺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87 亿元，同比下降 1.76%；实现主营收入 1.82亿元，

同比增长 6.14%。 

在整体比较困难的经济环境下，纺织板块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创新，取得较稳步发展。南京长毛

绒继续发挥市场渠道优势，扩大订单销售，上半年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17.14%。保定长毛绒因长期

亏损目前进入转型调整期，正在积极探索新出路。上海依可贝尔上半年狠抓内部管理，夯实基础工

作，为下半年的旺季做好充分准备。 

 

4、物业出租收入稳步增长，首发地块建设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关停企业出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826.80 万元，同比增长 26%。 

2019 年以来租赁市场不容乐观，受经济下行、租赁需求下降、环保整治、消防安全等多重因

素叠加影响，公司采取多举措力保收入不下降。公司对园区实施信息化管理，提升对园区客户的服

务水平，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公司位于松江区洞泾镇的首发地块建设按计划稳步推进，全面落实工程精细化管理，质量可控，

安全文明达标。 

 

5、金融投资收益有所下降，继续开展稳健的资金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长江证券 2018年度分红 496.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228.42 万元；

长信基金合并报表收益 2,148.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88.58 万元。 

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继续开展稳健的资金管理业务，通过国债逆回购、网下新股申购等

获得收益约 220.75 万元，通过出售长证转债获得收益 696.23万元。 

金融板块合计实现收益 3,561 万元，同比下降 51.5%。 

 

6、开展大宗贸易业务，提升经营体量 

2019 年以来，公司对下属贸易子公司开展大宗贸易业务进行了反复论证，于 2019年 7 月向公

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欣金贸易尝试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议案，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

业务的开展，对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提升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7、加强内部管控机制，防范运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集团财务管控和风险管控，确保公司及各子公司规范运作；上线金蝶

预算系统，进行预算执行控制；对集团所有合同及子公司送审的重大合同，源头审查并就风险进行

提示。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控机制，防范运营风险，保证公司经营目标及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有

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8、强化绩效考核，组织人才培养，改善员工福利 

报告期内，公司对目标责任书进行完善，将经营目标、工作难点作为绩效考核的重点内容，突

出企业的“风控”指标，力求使企业经营管理和经营业绩上一个新台阶。 

加强人才队伍和团队建设。通过近两年的人才结构调整和人才引进，一批学历高、工作能力强



的人才逐步走上重要岗位。同时，公司也注重人才梯队建设。 

继续对员工进行专业和综合培训，上半年公司共安排 264 人次的培训，共计 855 课时。同时，

公司修订完成最新版的《员工手册》，并进行宣贯，传播企业文化。 

倡导员工薪酬福利与业绩挂钩，增强企业凝聚力。 

 

9、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重视安全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和各级党支部积极围绕公司生产经营抓好党的组织、思想和路线作风建设，

积极开展各类党的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广大党员干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的精神，并引导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公司高度重视安全工作，严格树立责任意识。配备了专职安全消防员，集团安全管理网络全覆

盖，做到管理责任清晰，监管督察到位。对有安全隐患的租赁客户坚决清退，建立 24 小时巡更、

三级安全巡查制度，加强检查，堵塞安全漏洞。时刻绷紧“安全管理、规范管理、精细管理”这根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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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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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详见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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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