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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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济南高新 600807 济南百货、天业股

份、*ST天业、ST

天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黎明 王威 

电话 0531-86171188 0531-86171188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主办公楼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

主办公楼 

电子信箱 600807@vip.163.com 600807@v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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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7,760,057.22 4,238,395,029.61 2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8,789,949.07 1,297,661,029.70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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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608,656.81 714,202,756.24 33.94 



营业收入 380,848,639.80 620,070,653.31 -3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6,927,290.19 60,659,539.03 -2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352,148.49 8,147,358.72 2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6 4.82 减少1.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7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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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3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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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04 203,840,530 76,373,587 冻结 203,840,53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5.28 46,700,000 0 无 0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69 23,787,521 0 无 0 

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2 11,678,800 0 无 0 

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2 10,755,700 0 无 0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1 10,732,455 0 无 0 

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5 10,164,101 0 无 0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3 9,959,802 0 无 0 

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

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1 9,817,300 0 无 0 

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05 9,286,60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济南高

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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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0年 5月 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

的临 2020-027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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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世界经济出现负增长；新冠疫情给

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大逆周期调节

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着力做好“六稳”“六保”，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

转正，市场预期总体向好。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国内与国外各项工作，确

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妥善处置风险，成功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产

业园区开发运营产业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8,172.1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3.25%，

其中：房地产业务实现收入 5,850.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2.31%，占营业总收入 15.33%；矿业

实现收入 31,838.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0.95%，占营业总收入 83.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692.7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878.99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妥善处置风险，成功撤销其他风险警示。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临时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变更为“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更好地开展相关经营工作；妥善处置了公司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涉及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相关事项，公司基本面和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经公司申请

并经上交所审核同意，公司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并将简称变更为“济南高新”。 

房地产业务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园区运营开发业务布局，打造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产业链，重

塑地产新业态。报告期内，公司与济南北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祥瑞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分别签署相关协议，

对济南黄河北片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开发运营达成合作意向，为公司产业园区开发

运营业务拓展和布局储备优质项目资源；收购与公司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业务具有很强协同效应的

园林市政施工、服务企业旺盛生态，完善产业园区开发运营产业链，旺盛生态为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拥有齐全的施工、建设资质、成熟的管理团队和优秀技术，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业

务拓展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产业园区综合开发能力。通过重塑地产业态，打造抗风险、可持续、

协同好的全新地产业务。同时，公司加强在建项目及合作项目管理，强化销售力度，加快去库存。 

矿业方面，强化调度，落实目标责任，确保严峻疫情下矿业生产平稳。报告期内，公司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克服澳大利亚“封国举措”及“封州令”对矿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通过视频会议

与明加尔现场沟通，并通过周例会、月度分析会、季度分析会、专项会议等方式强化矿业经营管

理和生产调度，提升沟通与管控效率；认真落实经营目标责任，不断完善和细化各项措施，确保

完成全年生产与经营目标；优化采矿、选矿安排，提升经营质效。报告期内，明加尔公司销售黄

金 26,858.00 盎司，实现销售收入 31,883.58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634.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073.18 万元。 

公司治理方面，加强合规、安全意识，历练内功，提升公司风险防范能力。报告期内，公司

继续强化三会运作、信息披露合规意识，将合规运作要求嵌入公司业务流程中，确保公司运营依

法合规；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强化安全意识，成立由董事长任主任委员的项目投资论证委员会、

安全生产委员会，全面落实投资管理责任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障公司投资、生产经营安全，以合

规意识、安全意识带动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着力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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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

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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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