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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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张白 公事出差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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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城大通 600067 G冠城 

注：1、公司于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 28 亿元公司债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存续 17.65 亿元。证券简称：15 冠城债，证券代码：122444，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该

公司债券已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完成兑付兑息并摘牌。 

2、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发行了 2018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6 亿元，简称：

18 冠城大通 MTN001，代码：101801506。 

3、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17.3 亿元公司债券。证券简称：20 冠

城 01，证券代码：163729。该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坦锋 李丽珊 

电话 0591—83350026 0591—83350026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

正祥商务中心2号楼8-10层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

正祥商务中心2号楼8-10层 

电子信箱 600067@gcdt.net 600067@gcd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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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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5,174,065.51 25,342,746,520.92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52,120,394.00 7,761,911,914.7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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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94,214.06 1,208,682,502.37 -133.01 

营业收入 2,342,951,963.11 3,716,572,999.02 -3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004,240.61 223,945,758.75 -15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951,147.75 202,256,440.95 -16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2.79 减少4.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15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5 -153.33 

注：受公司房地产业务结算周期的影响，2020 年度房地产业务结算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上半

年结算面积、结算收入较少，造成公司 2020 年 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下降 1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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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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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95 506,567,998 0 质押 46,000,000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6.73 100,441,986 0 无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冠城大通第二

期员工持股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5 38,122,450 0 无   

STARLEX LIMITED 
境外法

人 
2.04 30,389,05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1.98 29,541,700 0 无   

林庄喜 
境内自

然人 
1.96 29,181,618 0 无   

李晓珍 
境内自

然人 
1.69 25,239,60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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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51 22,544,331 0 无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99 14,765,934 0 无   

上海德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3 12,316,42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和 Starlex Limited 为一致行动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冠城大通第二期

员工持股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冠城大通股份有

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正在实施的员工持

股计划持股账户。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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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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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冠城大通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冠城债 122444 2015 年 8 月 26 日 2020 年 8 月 26 日 17.65 7.60 

冠城大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 一期） 

20冠城 01 163729 2020 年 7 月 14 日 2022 年 7 月 14 日 17.3 7.00 

注：（1）公司 2015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15 冠城债”原发行规模 28 亿元，票面利率为 5.10%。2018 年公司放弃行使赎回选择权，

并上调“15 冠城债”的票面利率 250 个基点，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4 年和第 5 年（2018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票面利率调整为 7.60%。2018 年，投资者申报行使回售选择

权，回售金额 1,034,527,000.00 元（不含利息），回售后剩余托管金额 1,765,473,000.00 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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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6 日，公司完成“15 冠城债”兑付兑息及摘牌工作。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及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公

告），同意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新一期的公司债券。2020 年 4 月，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20]492 号”文件核准。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顺利完成本次 17.3 亿元公司债券的发行，该部分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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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6%   64.4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67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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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疫情带来

的严峻考验，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上半年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增长由

负转正，上半年 GDP 同比下降 1.6%，经济运行总体正稳步复苏。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公司房地产业务结算周期综合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3

亿元，同比下降 36.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8 亿元，同比下降 152.69%。 

3.1.1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中央坚持“房住不炒”总体定位不变，为应对疫情给房地产行业带来的冲击，政

策环境略有宽松，因城施策更加灵活，如部分城市通过“允许延期交房”、“降低落户门槛”等措

施推动市场逐步回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上半年全国房地产交易规模出现近年来的最大

降幅，1-6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9,40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4%；商品房销售额 66,895 亿元，

同比下降 5.4%。从各等级城市来看，随着二季度复工复产的加速推进，市场正在稳步复苏，成交

呈现回升态势，企业开工、投资积极性明显提升，但不同城市的市场分化明显，其中，热点一二

线城市受基本面支撑，疫情后成交逐渐改善，同比降幅逐步收窄，三四线城市则恢复缓慢。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项目为冠城大通百旺府、铂珺花园、冠城大通华熙阁、西北旺新村

项目、冠城大通蓝郡等。由于公司本年主要项目集中在下半年推盘销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上半年可售周期缩短综合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8.81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5.59%，实现合同销售额 14.62 亿元，同比下降 58.63%；实现结算面积 4.60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60.5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1 亿元，同比下降 58.45%；实现净利润 0.59 亿元，同比

下降 85.1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房地产项目已销售未结算金额为 37.69 亿元。 

其中： 

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进行西北旺新村、冠城大通百旺府等项目开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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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共实现结算面积 0.87 万平方米，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0 亿元，实现净利润 0.71 亿元。 

常熟冠城宏翔房地产有限公司，主要进行冠城大通铂珺花园项目开发，报告期内共实现结算

面积 2.46 万平方米，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2 亿元，实现净利润 0.16 亿元。 

（1）报告期内主要在建或在售项目及剩余土地储备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公司权

益 
项目位置 

状

态 

占地

面积 

总建

筑面

积 

总可

售面

积 

本期

销售

面积 

剩余未

销售面

积 

本期

结算

面积 

剩余未

结算面

积 

冠 城 大 通

蓝郡 
100% 南京六合区 

在

建 
60.74 101.39 84.21 0.82  9.47  0.52  24.14  

西 北 旺 新

村项目 
73.82% 

北京海淀区

西北旺镇 

在

建 
41.51 110.49 100.3 1.82  54.41  0.22  60.33  

冠 城 大 通

百旺府 
81.50% 

北京中关村

永丰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

东北侧 

在

建 
38.62 63.83 53.51 0.78  13.51  0.65  13.92  

冠 城 大 通

棕榈湾 
100% 

南通市崇川

区 

完

工 
15.5 47.9 45.45 0.07  1.35 0.37  1.54  

冠 城 大 通

广场 
100% 

福州海峡会

展中心东北

路西南侧 

在

建 
7.03 10.07 0.00 -  -  -  -  

冠 城 大 通

悦山郡 
93% 

福州市永泰

赤壁 

在

建 
15.95 30.2 22.87 0.00  22.87  0.00  22.87  

铂珺花园 43.35% 
常熟滨江新

市区 

在

建 
6.96 25.24 18.47 2.28  10.43  2.46  16.01  

冠 城 大 通

华熙阁 
100% 常熟虞山镇 

在

建 
4.3 12.31 8.36 1.26  3.54  0.00  8.36  

冠 城 大 通

蓝湖庭 
100% 南京六合区 

在

建 
9.52 23.27 11.91 0.00  11.91  0.00  11.91  

冠 城 大 通

华玺 
100% 

福州市连江

县 

在

建 
3.45 12.11 6.95 0.80  5.25  0.00  6.95  

冠 城 大 通

和棠瑞府 
34% 

南京市六合

区 

在

建 
3.13 9.16 6.62 0.71  5.91  0.00  6.63  

蝶泉湾 100% 
福州市连江

县 

完

工 
8.62 13.15 12.6 0.00  3.15  0.19  3.44  

冠 城 大 通

华宸院 
100% 

南京市高淳

区 

在

建 
5.98 12.27 7.67 0.00  7.67  0.00  7.67  

合计 -- -- -- 221.31 471.39 378.92 8.54 149.47 4.41 183.77 

注：①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房地产项目开复工面积总计为 169.79 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

12.15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6.82 万平方米，报告期内无新增土地储备。 

②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出租总收入 0.54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2.32%，未达到公司营业

收入的 10%。公司房地产出租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租物业收入，

其 2020 年上半年出租写字楼的建筑面积约 2.10 万平方米，本报告期租金收入约 0.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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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主要开发项目外，公司还参股了梅里珺悦阁、璀璨悦宸、璀璨悦璟项目，主要情

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公司权

益 
项目位置 

状

态 

占地面

积 

总建筑

面积 

总可售

面积 

本期

销售

面积 

剩余未

销售面

积 

本期

结算

面积 

剩余未

结算面

积 

梅里珺悦阁 21.25% 常熟梅里 
完

工 
3.48 8.71 6.03 1.29 0.57 2.81 0.86 

璀璨悦宸 25% 宁德东侨区 
在

建 
8.69 27.98 21.14 8.53 7.37 0.00 27.98 

璀璨悦璟 25% 宁德东侨区 
在

建 
3.53 10.61 8.00 0.00 8.00 0.00 8.00 

合计 -- -- -- 15.70  47.30  35.17  9.82  15.94  2.81  36.84  

3.1.2 电磁线业务 

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电磁线行业下游客户需求总体大幅减少，防疫管制措施对正常

生产和交通物流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原材料铜杆价格大幅波动；二季度，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

企业生产陆续恢复，市场供给和需求逐步回归正轨。 

上半年，公司两个电磁线生产基地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减少疫情带

来的负面影响。第一，积极推动电磁线业务从传统制造方式转向智能化、自动化制造方式，福州

马尾生产基地设备置换更新项目、江苏淮安生产基地绿色智能技术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第二，

因疫情和经贸摩擦升级双重作用，公司部分下游客户海外需求下降，特别对公司汽车客户订单影

响较大，公司迅速转变经营思路，调整客户结构，多措并举抢市场扩销量，全厂全员营销，二季

度电磁线产量较一季度环比增加 25.18%，销量环比增加 43.51%。第三，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把

握住建立竞争优势的好时机，通过技术转型升级挖掘客户多元化需求，扩大自粘线和扁线规模，

抢占市场先机，为产能扩大做好准备。最后，福州和淮安两个工厂实现资源整合，从采购、生产、

销售、财务、人才等方面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完善制度规范，控制生产和各项管理成本，全力

提高经营业绩，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电磁线业务实现产量 3.13 万吨，同比下降 6.85%；实现销售量 3.03 万吨，同

比下降 8.68%；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16 亿元，同比下降 14.08%；实现净利润 0.38 亿元，同比下

降 13.64%。 

其中，福州电磁线生产基地，报告期内完成电磁线产量 1.56 万吨，同比下降 2.70%；实现销

售量 1.51 万吨，同比下降 5.10%；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8 亿元，同比下降 10.72%。 

江苏电磁线生产基地，报告期内完成电磁线产量 1.57 万吨，同比下降 10.65%；实现销售量

1.52 万吨，同比下降 11.9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7 亿元，同比下降 17.41%。 

3.1.3 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出现大幅下降。

根据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 万辆和 39.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6.5%和 37.4%。与之配套的动力电池市场也处于水深火热中，国内外电池厂的整体装机量都明显

下降，直到六月份才逐步有所提升。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统计显示，上半年动力电池装机量

约 17.5GWh，同比下降 42%，装机量排名前十动力电池企业占总量的 94%，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 

2020 年上半年，公司锂电池业务面临诸多困难，控股子公司福建冠城瑞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经历了疫情影响正常生产、市场萎缩、下游客户回款慢等多重困难。面对压力，冠城瑞闽重点

推进稳定量产、加快市场拓展等各项工作，同时提升管理水平，降低各项费用。电解液添加剂方

面，下属控股公司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多渠道发展新客户，

稳步推进生产销售，客户更加多样化，VEC 等常规产品的产销量同比有所增加，新品 DTD、DFP

已试机成功并开始量产，样品已送客户分析测试，并已获小批量采购。同时，对部分产品进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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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改进，提高生产及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同时，公司加强与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福州大学等研

究机构、高校的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实习站等平台，加大研发力度，根据客户、科研机构的需

求定制新产品，为未来新产品推出储备技术。2020 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合

计 1,314.41 万元，目前仍为亏损状态。 

3.1.4 其他经营情况 

（1）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目前该事项申报材料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审核同意。 

（2）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17.3 亿元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7.00%，期限 2 年期。 

（3）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采用 CMBS 模式，通过结构化设计，

发起设立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期限不超过 18 年。目前该计划尚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批中。 

3.1.5 下半年经营计划 

2020 年下半年，国内经济仍将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公司将继续实施“稳中求进、稳中求变、

守旧创新、逐步转型”的发展战略，稳健经营，持续创新。 

房地产方面，下半年预计各地政府仍将因城施策，部分热点城市政策总体稳定，推进市场整

体稳步发展。公司将继续坚持“大北京、大南京”的区域化战略，密切跟踪政策及市场变化，通

过精准营销加快现有开发项目的销售，努力弥补因疫情给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完成年初制

定的任务目标。 

电磁线方面，在国内外经济增长承压、原材料价格波动、环保持续高压的大背景下，叠加本

年疫情对相关行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预计下半年电磁线行业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下半年，公

司将在稳定老用户、保证市场占有率及客户满意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以精品、新品为主导的市

场拓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保持电磁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创新活力，

增强核心技术实力；规范内部管理，增收节支、降本增效，加强环保安全管理，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同时，加快推进大通新材分拆上市工作，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融资效率，增强大通新材未来

盈利能力和市场综合竞争力。 

新能源方面，下半年市场依然将硝烟弥漫、充满变数，头部企业优势更加明显，中小企业困

难加剧。公司将继续进一步拓展市场，寻找新的突破口，增加稳定长期的订单，加强供应商回款

管理；同时，积极寻找行业内合作机会，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的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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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的年初留存

收益，调整增加年初所有者权益 14,058,772.02 元，其中增加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923,403.72 元，增加少数股东权益 6,135,368.30 元。公司无需对 2019 年度以及可比期间的比较

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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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