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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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8 年年末总股本 936,060,59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

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93,606,059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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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股份 600716 ST凤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胜 白帮武 

电话 025-83566267 025-83566283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389号凤凰国际大厦

六楼 

南京市中央路389号凤凰国际大厦

六楼 

电子信箱 fhzy@ppm.cn fhzy@pp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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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2,941,694.38 10,150,113,749.23 -2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84,211,114.80 4,772,607,824.25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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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482,904.90 16,548,384.25 -5,892.00 

营业收入 842,374,843.76 736,426,073.87 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915,125.87 -12,222,478.9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520,283.45 -11,424,121.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1 -0.3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20 -0.013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20 -0.013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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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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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12 487,883,543 25,839,793 无   

王帮利 境内自然人 1.01 9,486,200 0 无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其他 0.69 6,459,948 0 无   

任钊辉 境内自然人 0.40 3,743,494 0 无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36 3,386,144 0 无   

赖鸿就 境内自然人 0.35 3,250,000 0 无   

陈勇 境内自然人 0.34 3,200,000 0 无   

尉灵骏 境内自然人 0.34 3,167,300 0 无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2 2,988,000 0 无   

俞红霞 境内自然人 0.29 2,673,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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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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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凤凰债 122323 2014年 9月

12 日 

2019年 9月

12 日 

7.5 5.65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16 凤凰 01 135346 2016年 3月

29 日 

2021年 3月

29 日 

6.125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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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   49.6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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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小幅上升，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84,237.48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 14.3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91.5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4,213.76

万元。本期净利润的小幅增加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宜兴与镇江两个项目集中交付且项目毛利好于去

年同期交付的楼盘；与此同时，本期部分 16 凤凰 01 债回售兑付，有息负债减少，利息费用相应

减少，故本报告期净利润有小幅增加。 

面对市场变化，公司下半年将积极研究房地产市场，加大存货去化的力度。目前公司的去库

存重点仍是办公楼的销售，公司将继续延用“以租带售，租售结合”的方式去库存，从而为销售

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根据公司的战略部署对部分成熟项目进行认真盘点，通过多种方式有效盘

活资产。为加速实现公司转型，优化公司财务结构，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公司在宜兴开发

的首个养老地产项目“怡然居”销售顺利，符合预期，2019 年上半年“怡然居”项目又新增开工

面积 53385.64 平方米，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健康养老地产项目，实施公司战略转型计划，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服务。土地储备方面，2018 年 6月，公司拍得镇江市京口区土地一宗，面积 88824

平方米，合 133.24 亩，以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公司相关部门也在努力争取新的土地储

备，公司将基于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状况持续监测分析，把握投资机会，利用多种手段、通过广泛

参与获取新的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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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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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

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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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

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按财政部

规定执行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0 元，

上期金额 0 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 248,617,471.73 元，

上期金额 458,236,539.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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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