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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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 600751 天海投资、天津海运、S*ST天海、SST天海

、S天海、*ST天海、ST天海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科B 900938 天海B 、*ST天海B、ST天海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涛 闫宏刚 

电话 022-58679088 022-58679088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中心大道华盈大厦803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中心大道华盈大厦803 

电子信箱 600751@hna-tic.com 600751@hna-ti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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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05,267 128,940,414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47,196 13,340,445 2.3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1-6月）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4,488 6,181,231 -23.41 

营业收入 156,992,764 150,154,258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214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277 203,105 -6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0 -0.0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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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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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76 602,006,689 0 质押 602,006,68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三号 

未知 14.33 415,565,400 0 无   

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19 266,437,596 0 质押 266,437,596 

上海羽羲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0.00 144,966,941 0 无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

银基金财富 15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3.45 100,061,579 0 无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庞增添益 9号私

募投资基金 

未知 1.48 42,980,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6 22,067,147 0 无   

上银瑞金资产－上海银行

－慧富 9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0 20,317,575 0 无   

方正富邦基金－华夏银行

－天海定增 2号资产管理

未知 0.69 20,080,805 0 无   



计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0.47 13,660,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新华物流为海航科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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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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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海投

资发展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公

司债券 

16天海债 136476 2016年 6月

8日 

2019年 6月

8日 

0 7.50 

2019年 6月 10日，公司向截至 2019年 6月 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天海债”债券持有人完成还本付息，并完成摘牌，详

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债券“16天海债”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临 2019-03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84.82   86.1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8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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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积极探索发展转型，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及数

字经济时代的行业发展，公司不断做大做强 IT供应链及技术解决方案的主业，并致力于用科技创

造美好生活。2019 年 7 月 10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海航科技位



列第 26位。 

（一）IT 供应链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2019年上半年英迈国际实现收入 231.56亿美元，净利润 1.75亿美元，同比增长 67.11%。产

品分销及技术解决方案是子公司英迈国际的核心业务，约占整体收入的 90%以上。分销产品范围

涉及个人电脑系统、打印及耗材、企业级产品、电脑元器件、电脑附件、消费电子类、机房基础

架构、网络设备产品、软件、自动识别及数据采集产品等。英迈供应商达 2000 多家，包括惠普、

苹果、IBM、戴尔、谷歌、联想、微软、三星等。经销商达 20 多万，包含了全球各地主要的零售

集团：亚马逊、沃尔玛、百思买等。 

2019 年上半年，英迈国际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30 个奖项和荣誉，其中包括微软、戴

尔、英特尔、IBM、联想等知名科技企业在内授予的合作伙伴奖，以及美国、法国、巴西、波兰、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美洲、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分销商奖项，在巴西、墨西哥等地入

选最佳雇主名单，同时英迈国际 CFO  Gina Mastantuono 女士入选由美国 National Diversity 

Council评选的科技领域最有影响力 50名女性名单。 

近两年，英迈国际子公司英迈中国持续发展，当前拥有超过 7 千多家经销商，并与境内迅速

发展的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如京东、天猫、国美、苏宁等）建立了合作关系。英迈中国全面代理

7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技术产品，合作伙伴覆盖全国 647个城市。 

（二）商业物流与产品生命周期服务 

商业物流与产品生命周期服务是英迈国际的主要增值服务业务，为移动设备及消费型电子设

备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约占整体收入的 7%以上，该业务内容包括正向物流及逆向物流，其中逆

向物流主要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返修、产品以旧换新及保修理赔、废旧 IT资产处置回收与再

配置、再推广。英迈国际为实现客户的回报最大化，积极开展逆向物流业务，对具有市场价值的

资产进行测试、升级后再销售。通过多渠道零售、直销或批发渠道再销售经过功能测试的资产，

恢复其最大价值。同时也为愿意重新使用内部资产的客户提供重新部署服务，所提供的 ITAD服务

完全遵守 E-steward标准。 

英迈国际经过近 40年经营分销业务的积累，业务平台蕴藏了海量的最终企业用户、国内外知

名合作伙伴、长期积累的渠道资源、深度的客户连接以及完整的技术服务体系等，具有较大的潜

在发展空间。 

（三）云业务 

云服务业务在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但也是长期战略发展中的主要一环。英迈国际为渠道合

作伙伴和最终用户提供一站式多样化的云服务，目前已经在约 45个国家及地区实现业务落地。 

基于与微软的战略合作，英迈国际推出 CloudBlue平台。CloudBlue是一个云商务和 XaaS平

台，为英迈国际的微云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为 200 多家全球服务提供商提供云运营服务。作为全

球针对 IT资产和消费电子设备提供安全、持续全生命服务解决方案的领导者，CloudBlue在全球

设立超过 100个服务点，其中包括 30家财富 100企业在内的近 1000个客户信赖使用 CloudBlue,

平均每年再利用及回收近 300 万资产设备，总计超过 2 千万公斤，其拥有多种认证资质如

ISO9001,ISO14001,and TAPA CERTIFIED。 

（四）参股公司业务稳步发展 

公司参股子公司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落实国务院利用外资设立担保公司

的试点项目，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目前在国内市场地位排名靠前。2019年上半年，中合担保

盈利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提升，资产质量整体较好，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证鹏元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中诚

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全部 8 家主流评级机构均确认给予中合担保主体信用 AAA 评级，展望稳定。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同时维持中合担保公开发行的“15 中合 01”、“16中合 01”债券的 AAA 评



级，评级展望稳定。 

2019年 6月 27日，国内联合办公领域首单 ABS项目“渤海汇金-纳什空间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成功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中合担保为专项计划优先级到期本息兑付提供担保。 

（五）其他业务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延续 2018 年为天津正东科技产业园区的解决方案，完成系统再次更新

并提供深层的服务，业务延展至园区内实体企业，在园区的一体化综合运营管理平台上，通过基

础技术平台、园区运营管理平台、产业服务平台链接智能硬件设备，深层整合区域数据资源，帮

助园区规范管理，从业务到财务实现一体化系统整合。 

为实现英迈云业务在中国的落地，2017年 8月公司正式启动海航云集市项目，基于英迈云集

市成熟的业务模式和领先的 ODIN技术平台，并结合境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快速实现了技术平台上

线，实现了从产品选择、价格查询、提交订单、在线支付、到产品交付的在线自动化交易功能。

由于云集市业务的发展不及公司预期，尚未实现盈亏平衡,公司在 2019 年一季度进一步缩减资金

和人员投资，并进一步审慎规划云集市业务。2019年二季度，公司在判断综合市场环境后，并从

提升公司利润角度考虑，暂停云集市业务运营，对服务器等软硬件设备进行备份、封存，待后续

市场环境更加成熟后再次决定是否重启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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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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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

期初数进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影响请参见第十节财务

报告附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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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