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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0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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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广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红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琳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摘要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摘要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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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股份 股票代码 0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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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译之 廖绪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

字楼三层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

字楼三层 

电话 010－63211860 010－63211809 

电子信箱 haide@hd-amc.cn haide@hd-a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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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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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927,045.32 166,233,982.10 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593,787.76 50,521,656.68 1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3,112,615.92 50,330,916.68 10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207,361.37 -1,780,558,773.10 8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0 0.1174 36.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0 0.1174 36.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31% 增加 0.14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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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6,775,784.78 5,050,863,977.78 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2,513,393.33 4,141,143,504.3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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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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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0% 421,898,926 421,898,926 
质押 420,702,066 

冻结 421,898,926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4% 49,000,049 0 
质押 48,999,179 

冻结 49,000,049 

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11,766,750 0 
质押 11,758,630 

冻结 11,766,750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4,594,166 0   

蒋君萍 境内自然人 0.32% 2,059,000 0   

海南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1,216,782 1,216,782   

李学军 境内自然人 0.18% 1,125,853 0   

王国娟 境内自然人 0.16% 1,044,145 0   

金思思 境内自然人 0.16% 999,030 0   

陈莉莉 境内自然人 0.15% 945,2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新海基

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李学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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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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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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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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净利润创历史最好水平。2019年上半年，海德股份实施了2018年度现金分红、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是

公司近20年来第一次实施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作为逆经济周期的不良资产行业，在严监管、去杠杆和再融资渠道收紧的三重因素持续影响下发展迅猛。目前中国经

济发展的变化不仅是周期性的变化，而且是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的变化，未来三到五年不良资产仍将处于黄金周期，将给行

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业务为核心、业绩为导向，以风险可控为底线，努力探索创新盈利模式，开辟业务发展新路径。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8,492.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0,259.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07%，主要原因是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持续发展，同时期间费用有所下降，从而实现收入的稳步增

长和利润的较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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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7 年 3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

该会计政策由本公司

董事会会议批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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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2017 年 5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

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

目；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

项目；利润表增加“信用风险减值损失”项目，同时将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

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该会计政策由本公司

董事会会议批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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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广西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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