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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9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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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股份 股票代码 0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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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远刚 李坤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
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
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 

电话 0791-83826898 0791-83826898 

电子信箱 caoyuangang@thcz.com.cn likun@thcz.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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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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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144,888.82 2,777,728,891.31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288,241.97 327,123,272.92 -4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81,662,174.94 302,677,056.27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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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231,753.56 471,605,638.54 -8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3 0.2611 -4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3 0.2611 -4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2.04% 减少 0.9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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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6,261,612.64 23,381,634,293.28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73,062,252.41 16,179,712,352.5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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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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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科融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44% 418,985,928 418,985,928   

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6% 147,342,275    

北京金信卓

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6% 104,738,966 104,738,966   

北京华清创
业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6% 104,738,966 104,738,966 质押 104,738,964 

珠海融文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7% 69,825,977 69,825,977   

深圳万容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7% 69,825,977 69,825,977 质押 69,825,977 

芜湖华融渝
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6% 55,856,773 55,856,773 质押 55,856,773 

宁波东方嘉

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27,928,386 27,928,386 质押 27,928,386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11,910,164    

珠海志德股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10,296,202 10,296,202 质押 10,296,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诚志科融为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金信卓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清华控股间接控股子公司持有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的股权且

为其并列第一大股东，且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通过金信卓华间接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部分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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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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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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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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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7 诚志债 114251 2022 年 10 月 26 日 100,000 5.80% 

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8 诚志债 114359 2023 年 08 月 14 日 10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1.10% 30.19% 0.9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81 9.21 -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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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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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内强化风险管理、对外努力拓展市场，

“清洁能源”、“功能材料”、“医疗健康”和“生命科技”四大产业板块的经营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本报告

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1,314.49万元与2018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比下降2.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228.82万元，同比下降47.33 %，主要系公司部分产品价格下降、拓展新业务导致成本费用增加、

参股企业效益下降、公司新增债务利息增加等因素所致。 

2019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情况具体如下： 

1、清洁能源 

子公司南京诚志上半年所有装置维持高负荷运行，实现了较高的产量目标。此外，诚志永清60万吨/

年MTO项目按计划于2019年6月26日实现MTO装置投料试车目标，装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并且于6月28

日产出合格乙烯、丙烯产品。2019年上半年，化工市场整体弱势运行，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中美贸

易摩擦加剧，国内安全环保检查力度加强及市场终端缩量减产等因素的影响，南京诚志主要产品价格较上

年同期均有不同幅度的下跌进一步导致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都有所下降。 

子公司宝龙环保上半年坚持以“变革、管理、创新、业绩”为主导方针，以市场营销业务拓展为核心，

以丰富产品体系为重点，实行以销定产，严格控制采购成本，市场业务逐步开展，本报告期销售收入、中

标额较2018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竞争对手涌现以及机动车尾气遥测

项目周期影响导致收入确认周期长，净利润和经营净现金流较2018年同期有所下降。 

2、功能材料 

201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面板厂继续积极扩张，韩国面板厂商则加快布局转型，台湾地区厂商稳中求

变，全球面板格局悄然巨变。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子公司诚志永华立足国内，布局全球，持续优化产品结

构，努力加强自身技术实力，紧跟重点客户的同时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本报告期内，黑白产品销售份

额逆境中实现稳定增长，市场份额基本维持在50%左右；TFT-LCD用液晶材料销量较2018年同期增长约60%,

占总销量比重约60%，新型显示材料OLED实现了量产销售。 

安徽诚志继续保持与主要大客户的良好合作关系，并积极做好市场销售与开拓，已成功对接了新的面

板厂，并开发了新的模组厂及ITO镀膜客户。但受市场需求下滑、行业竞争白热化等行业环境的影响，加

之自身产能利用不足导致单位成本较高等因素，安徽诚志本报告期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3、医疗健康 

2019年系丹东医院服务质量提升改善年，通过抓好医疗质量、服务质量的一些列举措，有效带动了医

院其他工作的同步提高。丹东医院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和绩效改革，不断调整医疗结构，在重点科室的带

动下科室盈利状态有所改善。本报告期内，丹东医院总收入较2018年同期有所增长。 

北京诚志门诊部和北京诚志东升门诊部作为两家综合门诊部，2019年上半年，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持

续发力市场开拓、积极争取客户，2019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较2018年同期稳步提升。 

4、生命科技 

2019年上半年，虽受中美贸易摩擦、关税增加等客观因素影响，D-核糖销量较去年同期仍实现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生产经营状况亦明显向好。国际方面：D-核糖在食品饮料行业的销售增长显著，在医疗保健

品行业的销售平稳，美国BLS子公司通过收购方式获得了D-核糖的多项知识产权，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D-

核糖产品的应用领域、销售范围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国内方面：市场销售及开拓工作成效显著，生产

基地子公司诚志生物工程上半年实现满负荷生产，实现了扭亏为盈。 

此外，为进一步完善生命科技板块的产业结构，增强其发展新动能，公司本报告期内启动和推进了收

购云南汉盟股权并对其增资事项。云南汉盟主要从事工业大麻的加工提取，从工业大麻中提取有效成分大

麻二酚（CBD）、全谱系油等，该业务与公司生命科技板块现有的研发和生产具有相近的技术基础、产品应

用与目标市场，具有很好的协同性，对于公司进入工业大麻产业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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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2019年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详见公告201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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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
案》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布的四项新金融工具准则及2018年度颁布的《关于

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

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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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丹东诚志英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19 年 7 月 27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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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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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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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