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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19-46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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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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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新 股票代码 00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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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雅超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 8 号国创集团办公楼  

电话 027-87617347  

电子信箱 gc002377@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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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91,709,019.22 2,057,591,381.62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752,678.28 135,652,643.02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318,586.73 135,470,833.16 -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614,252.50 -38,577,440.99 30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480 2.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480 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2.7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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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0,341,350.34 6,749,964,761.16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12,302,273.03 5,100,942,580.3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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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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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9% 338,037,105 143,157,792 质押 208,623,281 

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8% 72,175,687 72,175,687 质押 72,175,687 

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2% 65,235,571 65,235,571 质押 42,000,000 

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0% 65,050,995 65,050,995 质押 65,050,995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24,000,000 0 质押 24,000,000 

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20,665,839 15,671,641   

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12,562,189 12,562,189 质押 12,562,189 

太平洋证券－平安银行－

太平洋证券共赢 3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12,437,810 12,437,810   

陈德林 境内自然人 1.31% 12,009,500 0   

钟俊 境内自然人 1.26% 11,537,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与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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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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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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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形势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公司亦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积

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稳定传统优势市场，实施聚焦

战略；积极开拓新市场，实现产品联动销售；转换销售模式，拓展供应链服务业务；科学采购，降低原材

料成本，同时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精耕二手房和新房业务，推进数据平台升级，搭建电子化管理

平台，通过全方位的布局及品牌拓展，推动公司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96,516,943.76元，同比增长6.13%；实现营业利润152,698,482.94

元，同比减少8.34%；实现利润总额150,442,690.59元，同比减少9.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38,752,678.28元，同比增加2.29%。公司经营情况稳定，收入稳中有升，业绩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6,680,341,350.34元，较年初减少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5,212,302,273.03元，较年初增长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69元，较

年初增长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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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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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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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经本公司2019年8月28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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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2019年8月28日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2019年8月28日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2019年8月28日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集团财务报表因新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引起的追溯重述对2018年12月31日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

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90,364,311.74  590,364,311.74 

其中：应收票据 52,532,291.46  52,532,291.46 

应收账款 537,832,020.28  537,832,020.28 

应收票据  52,532,291.46 -52,532,291.46 

应收账款  537,832,020.28 -537,832,020.2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0,170,645.55  600,170,645.55 

应付票据  210,252,700.00 -210,252,700.00 

应付账款  389,917,945.55 -389,917,945.55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集团合

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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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昕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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