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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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银星 600753 ST冰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磊 王南 

电话 021-33887070 021-3388707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城

开中心1号楼31层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城

开中心1号楼31层 

电子信箱 nmtianlei123@163.com wndfyx201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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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495,076.27 234,050,296.64 5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0,647,000.63 182,486,082.48 4.4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1,710,650.19 -53,754,980.46 -163.62 

营业收入 599,814,091.05 1,120,006,267.99 -4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60,918.15 4,268,190.36 9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16,504.30 2,908,934.01 5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7 2.61 增加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4 0.033 93.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4 0.033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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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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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00 40,960,015 0 质押 40,960,015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48 10,856,592 0 质押 10,850,000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3 4,139,900 0 无 0 

王雪梅 境内自

然人 

2.64 3,374,600 0 无 0 

陆平 境内自

然人 

1.75 2,242,526 0 无 0 

王逆 境内自

然人 

1.62 2,077,855 0 无 0 

周曼丽 境内自

然人 

1.43 1,828,000 0 无 0 

薛晴 境内自

然人 

1.12 1,433,400 0 无 0 

李居芹 境内自

然人 

1.11 1,421,500 0 无 0 



顾小敏 境内自

然人 

1.05 1,34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庚集团与上述其他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的

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不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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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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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价值导向、成本递减、平台延伸”的经营管理基本原则，倡导全

员创造价值，导入资源，着力于转型期间的提质增效，以提升经营管理的整体质量，增强业务经

营的经济效益，降低生产经营运行成本为主要工作目标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全员上下锐意进

取，攻坚克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企业发展稳中精进、稳中向好。 

报告期内主要经济指标：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9 亿元，同比减少 46.4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09 万元,同比增加 91.20%。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一、公司完成更名及迁址工作 

随着公司股权结构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

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的变更，对应修订了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变更后公司所属行政管辖归

为福建省上市公司辖区管理。  

二、巩固与发展现有的供应链管理业务 

2019 年公司管理层通过对 2018 年业务及财务方面的经营分析，报告期内公司及时调整业务

模式，重新匹配资金使用范围，终止了 2018 年资金占用大、利润率低的燃料油业务及钢贸业务。

结合市场环境和业务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9 年公司加大力度开展利润率较好的焦煤焦炭

贸易业务，通过业务调整，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46.45%，净利润实现大幅提升，净利

润同比增长 91.2%，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现有业务上下游客户，增

加电煤贸易品种，组建与优化业务团队，积极开拓新业务，完善供应链服务产业并形成供应链业

务的新增长点。未来通过公司的业务及搭建的供应链平台实现降低上下游客户物流成本、交易成

本、资金成本，渗透式增强客户粘性，夯实主营业务发展。 



三、积极审慎的寻求新产业投资机会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发展战略的研判力度，紧密围绕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积极审慎的寻求新

领域的实体产业投资机会。公司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坚持规范经营、稳步发展、审

慎转型，有效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不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为社会承担更

多责任，为国家做更多贡献。 

四、提升公司规范治理，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随着公司业务及人员的壮大，公司建设“全面风险控制体系、全员价值评估体系、全员绩效

评价体系”，各体系的建设将为公司全面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客观公开评价员工价值贡献、

合理有效进行绩效奖罚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管控风险，激励员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 

五、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优化业务经营团队，培养与发展年轻富有激情，努力拼搏，专业性强，稳定性好的业务团队，

动员全体员工以“诚信、激情、勤奋、专业”的企业精神来全面贯彻落实 2019 年度经营目标和发

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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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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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