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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091                                   公司简称：ST 明科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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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明科 600091 明天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  明 徐彦锋 

电话 0472-2207068 0472-2207058 

办公地址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子信箱 guanming@tomotech.com 60009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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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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942,650.85 1,187,429,837.76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1,201,764.95 899,007,079.0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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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8,903.43 -42,303,583.16 18.45 

营业收入 7,426,993.86 47,963,408.32 -8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4,685.91 -5,674,07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63,512.17 -27,765,81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0.64 增加0.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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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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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60 151,365,424   无   

包头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43 15,016,686   无   

浙江恒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14,259,597   无   

池连安  境内自然人 1.80 7,868,012   未知   

付永生    境内自然人 1.73 7,554,636   未知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92 4,042,297   未知   

罗威 境内自然人 0.92 4,012,956   未知   

唐领  境内自然人 0.57 2,478,400   未知   

陈尚军 境内自然人 0.54 2,350,000   未知   

董灿 境内自然人 0.50 2,177,14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股东之间、公司法人股股东与前 10名社会

公众股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前 10名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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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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方面利用原有的购销渠道优势和信息优势，开展化工产品及其他产品

购销业务，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

资金闲置成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营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

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从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目前，公司正在努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工作，积极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符合公司发展需

求、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角度出发，审慎选择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收购资产等计划，提

升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426,993.86 47,963,408.32 -84.52 

营业成本 6,876,939.02 47,315,659.47 -85.47 

销售费用 370,126.73 394,418.39 -6.16 

管理费用 23,262,318.16 23,323,586.07 -0.26 

财务费用 321,239.20 49,716.89 54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98,903.43 -42,303,583.16 18.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91,937.93 21,155,758.14 39.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758.00 -874,288.00 -1.54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业务收入减少影

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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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业务收入减少相

应成本减少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费用减少影响所

致。 

（4）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社保等费用减少影响

所致。 

（5）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及日元

借款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支付采购款项、税金及日常费用减少影响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收到理财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

偿还日元借款影响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与上年同

期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28,758,486.48  

    

21,672,809.76         32.69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理财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8,764.83      100.00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核算影

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3,060.87         100.00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核算影

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0,000.00       -100.00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款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0.00  

        

15,253.39  227.80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支付助学款影响所致。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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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实现投资收益

2,970.82 万元。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3,113,961.10 0.26 5,007,574.60 0.42 -37.81 本期期末较上期期末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票据到期解付影响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20,000,000.00 61.18   100.00 本期期末较上期期末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首次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核算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890,973.03                  

  

 

0.42 725,020,379.35             

 

61.06 -99.33 本期期末较上期期末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首次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核算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50,216.02 0.06 1,486,762.02 0.13 -49.54 本期期末较上期期末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归还日元借款影响

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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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包头市恒盛达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包头市恒盛达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

产管理，股权投资（金融、证券、期货除外）；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31.8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对能源产业的投资；钢材、木

材、建材、机电产品销售；矿产资源的勘查。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1,830.55 万元，

实现净利润-298.65 万元，为公司实现投资收益-94.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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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附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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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李国春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