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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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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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实发展 600748 浦东不锈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文魄 张梦珣 

电话 021-53858686 021-538586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

20层 

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金钟广场

20层 

电子信箱 sid748@sidlgroup.com sid748@sidl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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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32,832,348.95 37,432,000,829.4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345,013,896.14 9,988,255,603.04 3.5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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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48,984,242.25 -2,947,533,635.98 -0.05 

营业收入 4,349,789,273.04 3,768,790,155.56 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2,573,827.64 277,327,731.20 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7,251,647.59 257,738,156.99 5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05 2.76 增加1.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5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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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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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60 896,435,864 0 无 0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6 111,779,879 0 无 0 

君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3.63 66,908,443 0 无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2 31,770,459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62 29,908,207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62 29,828,890 0 无 0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3 26,441,7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24,616,150 0 无 0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28 23,585,228 0 无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嘉睿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28 23,585,22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第 1 名、第

2 名、第 7 名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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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 

第 1 名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第 2 名上海上投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同受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第 9 名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单一股

东、第 10 名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嘉睿 10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发起人均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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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4 上实 01 122362 2015 年 3 月

23 日 

2020 年 3 月

23 日（期

限：3+2 年） 

8.02 发行利率为

4.92 ， 2019

年 2月 14日

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为

5.69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4 上实 02 136214 2016 年 3 月

11 日 

2021 年 3 月

11日（期限：

3+2 年） 

1.10 3.23 

上海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9 上实 01 155364 2019 年 4 月

24 日 

2024 年 4 月

24 日（期

限：3+2 年） 

8.90 4.2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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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8.45   69.6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41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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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等复杂外部情况，我国经济

增长依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房地产政策方面，政府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

落实各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保障“因城施策”的有效执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以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中大型都市圈的规划。同时，继续推进长租公寓、保障房等多层次住房供应体

系的不断完善，切实做到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加快我国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步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抓重点工作落实，加快创新模式建造，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和资金结构，

夯实房地产主业盈利基础。 

1、 市场融资再创佳绩，多元融资优化资本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债券市场动态，在充分权衡公司资金需求、资金 

结构和市场流动性等综合情况下，敏锐捕捉债券市场窗口期，于今年上半年顺利完成“14 上

实 02”债券回售及“19 上实 01”债券发行工作。一方面，公司于今年 3 月完成了“14 上实 02”公司债

券的回售工作，回售金额 8.9 亿元，余额 1.1 亿元，后续 2 年债券存续期间的票面利率维持在 3.23%。

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推进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工作，于 3 月底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公司公开发行 18 亿元公司债券的批复，并于 4 月底以 4.28%的票面利率成功发行“19 上实 01”

公司债券（3+2 年期）8.9 亿元，在有效控制公司资金成本的前提下保障公司资本市场融资通道畅

通、公司资金结构多元稳固，确保公司主业运行资金稳健充裕。 

2、 项目销售紧抓机遇，项目拓展聚焦深耕 

在房地产销售方面，报告期内，面对主要项目所在一、二线城市持续严控不放松的房地产政

策，公司稳扎稳打、精准出击，把握区域市场机遇、深度挖掘项目价值，精准蓄客、加速转化。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签约面积约 16.35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约 26.52 亿元。其中，泉州“上实·海

上海”、湖州“上实·天澜湾”、“上实·雍景湾”等项目销售业绩不俗；上海嘉定“海上公元”、上海青



6 
 

浦“北竿山”、成都“上实·海上海”等项目的尾盘清盘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中。项目拓展方面，报

告期内，公司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关注重点项目所在核心区域，积极探索多元化项目拓展路径。

今年 2 月底，公司以 28.2 亿元，楼板价约合 2.4 万/平方米的低价摘得上海宝山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两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两幅地块合计占地面积约 5.87 万平方米，容积率 2.0，符合公

司深耕核心区域，进一步参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开发建设的发展战略。 

3、 重点项目开发迎难而上，信息化助力标准管控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项目 8 个，在建面积约 201 万平方米。其中，上海虹口北外滩项目地下

施工工程，基坑开挖深度高达 33.5 米（超深）、距离运行的地铁线路仅 9.15 米（超近）且面临深

基坑工程承压水控制难题，是迄今为止上海民用建筑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公司工程技术团

队及施工单位经过反复详细论证、逐一攻克技术难点，保障项目施工顺利推进、保证地铁线路运

行安全及工程周边相邻建筑物的安全稳定及正常使用。青岛“国际啤酒城”（三期）超高层的建筑

设计方案也在持续完善，为项目后续开发奠定坚实基础；上海宝山顾村项目作为公司首个包含部

分租赁住宅的项目，公司充分发挥近年在房地产细分领域的技术研究成果，将规划设计工作前置，

针对性统筹考量项目的整体策划定位，在提升项目整体开发速度的同时，也有效平衡产品结构分

布进而优化项目利润，为公司今后持续在住宅+租赁住宅类似项目上的开发设计提供宝贵经验。

项目管控方面，公司顺应行业变化和市场需要，于报告期内全面搭建工程建设管控信息化架构，

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工程建设的数据标准化、模块化及可复制化，以立体化数据为施工基础，着

实提高项目开发管理效率。 

4、 物业管理整合提升，不动产经营持续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物业管理平台的整合力度，进一步统一物业服务标准，编制完成秩

序维护及环境管理的专业工作指导手册。同时，公司致力于物业服务业态结构优化及市场化拓展

成效显著，于今年上半年新拓展司法机构、民政服务、会展中心等城市公共设施及商业物业项目

18 个，在管面积超 2500 万平方米，物业服务板块营业收入达 4.2 亿元。“上实服务”分别荣获

“2018-2019 专业服务年度标杆企业”、“2019物业服务企业潜力独角兽”等称号。不动产经营方面，

公司深入市场调研，深度挖掘经营潜力。在保障不动产租金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进

行判断，确保不动产经营结构不断优化及完善。 

2019 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

下行压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政策方面，一方面，政府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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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继续强调因城施策，促进供需平衡，切实做到“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在此形势下，公司将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动态，

以业绩为导向，聚焦高质量发展，聚力新动能培育，聚合一体化管理，稳步推进公司改革创新，

保障公司中长期稳健发展。 

1、 新老交替平稳过渡，服务国家战略寻求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届满。今年 6 月，公司已启动董、监事会的换届

人选推选工作。公司将积极推进新一届董、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后续工作，保障公司治理的平稳过

渡。今年下半年，公司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多年深耕长三角区域的丰富经验

和资源优势，以房地产主业为切入点，坚持融产结合，加速创新驱动，深入研究参与长三角一体

化和上海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发展机遇。 

2、 精准定位落实销售，技术管控安全生产 

房地产销售方面，公司将关注市场动态，把握市场机遇，因城施策精准定位，提前蓄客、把

控销售节奏、落实项目回款。做好上海静安“泰府名邸”的开盘，杭州“上实·海上海”（二期）、湖

州“上实·天澜湾”、湖州“上实·雍景湾”、泉州“上实·海上海”等重点项目的加推销售工作，同步加

快其他尾盘项目的清盘收尾工作。房地产开发方面，公司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加强信息化管理运

用，提高精细化管控水平，提速度、管质量、控成本，保安全。一方面，在既有的战略合作商库

构建体系下，加强跟踪履约评估和供应方等级评定工作，有效保障入库合作方的工作质量。另一

方面，推进成本对标工作，逐步扩大对标项目类别，启动成本数据库建设，切实优化项目成本。 

3、 物业管理深入一体化，不动产经营细分转型升级 

今年下半年，公司物业板块在统一平台工作初步完成的基础上，按照资产一体化、品牌一体

化、管理一体化的原则，重建板块组织架构，再造物业管理流程。围绕上海服务和长三角一体化

的发展机遇，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拓展物业管理区域，丰富物业管理业态，有序推进智慧物业平

台搭建，大胆探索物业服务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做优做强“上实服务”品牌。

不动产经营方面，一方面，公司将紧跟租赁市场，优化租赁结构，提升租户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市场经验，统筹规划，做好嘉定项目长租公寓开业前期准备工作，

为公司今后长租公寓项目运营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强长租公寓、酒店运营等业态

的探索研究，提升不动产经营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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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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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附注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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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