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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2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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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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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股份 股票代码 0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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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译之 廖绪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

字楼三层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

字楼三层 

电话 010－63211860 010－63211809 

电子信箱 haide@hd-amc.cn liaoxuwen@hd-a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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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809,839.32 184,927,045.32 -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294,752.29 102,593,787.76 -2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3,893,753.31 103,112,615.92 -2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418,746.68 -299,207,361.37 5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6 0.1600 -2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6 0.1600 -2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2.45% 下降 0.6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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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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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4,193,189.40 6,020,868,402.16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07,559,306.03 4,230,264,553.7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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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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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0% 421,898,926 421,898,926 

质押 420,702,066 

冻结 421,898,926 

海南祥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4% 49,000,049 0 

质押 48,999,179 

冻结 49,000,049 

海南新海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11,766,750 0 

质押 11,758,630 

冻结 11,766,750 

关闭海南发展

银行清算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4,594,166 0   

海南富南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1,216,782 1,216,782   

李学军 境内自然人 0.18% 1,125,853 0   

王国娟 境内自然人 0.15% 983,645 0   

丁坤 境内自然人 0.15% 980,300 0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2% 777,985 0   

蒋君萍 境内自然人 0.11% 706,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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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5,85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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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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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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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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蔓延全国，对国内三大产业均产生了较大冲击。面对国内外诸多复杂不利因

素，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整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债权等资产

规模持续增长，同时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地方AMC在去杠杆、调结构的经济环境下，

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不良资产经营的逆周期特性决定了不良资产经营需在经济
下行期储备资产，以自身专业优势做好资产存续期的风险管控，待金融风险降低、经济发展上行期进行处

置实现不良资产经营处置的最大收益；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对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一定程度

的制约，不良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为甄选不良资产包带来了严峻挑战，也拉长了不良资产处置周期，增
加了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加剧了不良资产行业的整体风险。 

    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累计资产管理规模327.5亿元，期末存量资产管理规模244.8亿元，累计资产投

资规模110.13亿元，期末资产余额46.62亿元。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5,780.9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14.6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7,729.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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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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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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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1 月1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

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该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审批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

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

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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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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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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广西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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