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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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朱嘉骏 公务 蔡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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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半年度，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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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企业 60067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印学青 徐健伟 

电话 021-20772222 021-2077222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388号

6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388号

6楼 

电子信箱 zhqydm@cecl.com.cn zhqydm@cec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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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5,500,376.32 53,855,058,403.22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940,400,525.28 15,177,847,315.7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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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61,139.16 -893,669,337.00   

营业收入 4,974,386,121.16 9,140,846,807.25 -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4,592,374.36 1,671,701,791.44 -6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6,106,385.22 1,566,174,806.14 -76.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4 11.46 减少7.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27 -6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27 -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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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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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8.44 4,172,497,879 3,407,569,721 无 0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76 412,246,713 412,246,713 无 0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未知 2.94 179,214,722 0 未知 0 

上海谐意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36 144,000,00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57,946,530 0 未知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90 54,565,779 0 未知 0 

姚建华 境内自

然人 

0.80 48,573,756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0.60 36,402,045 0 未知 0 



人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9 35,847,540 35,847,540 未知 0 

易武 境内自

然人 

0.50 30,208,2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九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中,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3、除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外，公司未知其

余九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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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

约定持股期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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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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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中 星

（集团）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6 中星 01 136292 2016 年 3 月

17 日 

2021 年 3 月

16 日（期

限：3+2 年） 

34.89 4.10 

中华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9 年 公

司债券 ( 第

19 中企 01 151662 2019 年 6 月

6 日 

2024 年 6 月

5 日（期限：

3+2 年） 

31.50 4.35 



一期) 

中华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9 年 公

司债券 ( 第

二期) 

19 中企 02 162472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期

限：3+2 年） 

15.20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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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2   68.6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43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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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74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95 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6 亿元。报告期内压缩带息负债约 17.46 亿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66.12%。 

1、销售业绩闪跌复稳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期间行业遇冷、回款滞后、周转放慢等困难，紧抓“窗口期”，提早

思考和布局，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突出因城因案动态施策，踩准热点城市行情切换节奏，提速销

售去化。其中公寓类项目尚汇豪庭实现销售去化约 88%；滨江悦府项目实现销售去化约 90%；别

墅类项目无锡半山壹号实现销售去化约 24%，销售业绩跃居无锡市同类产品前三；苏州中华园 19

天实现销售去化约 22%。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6.53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 44.28 亿元。 

2、资产运营稳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运营策略。一方面，疫情防控狠

抓不懈，对租赁资产层层布控，严防死守，杜绝疫情传播的可能渠道；另一方面，与客户共度难

关，公司合法依规对符合条件且受本次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部分租金减免措施，上门与租

户企业妥善沟通，相互理解，避免优质客户流失。 

3、工程建设狠抓不怠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在建项目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暂停施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

验，公司上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通过合理搭接、调配资源、

交叉施工等方式，着力恢复复工复产秩序，严控项目重要节点进度、完备“一项一策”、有效推进

项目各阶段证照办理，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项重要工作的同时，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高

效推动工程实施。 

4、融资筹划多管齐下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启动 100 亿公司债券发行，为公司



后续经营确保了充足的资金储备。与此同时，公司聚集资产证券化、年金融资等创新融资模式，

有效推动 CMBS 融资方案和“北金所+交易商协会”组合融资方案，拓展创新融资渠道。在资金使用

效率方面，公司通过资金池运作，统筹资金，有效调配，充分保障各方面资金需求。 

5、组织建设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一步构建了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治理制度，建立

了权责明确、科学灵活的决策体系，管理团队精诚团结，协同配合，保证了公司管理的高效性和

执行力。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矩阵”式管理模式，加强人员选拔任用及管理机制，进一步搭

建员工绩效考核激励约束机制。 

 

下半年，公司将在确保公司稳定发展和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深化住宅、商办及存

量资产三条开发运营线，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朝着成为上海有重要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的战略目标砥砺前行。 

在战略发展上，公司将科学开展“十四五”规划编制，明确目标，细化未来发展行动方案；

在项目储备上，公司将积极对外开拓，加强优质资源获取；在资产运营上，公司将聚焦办公资产，

对标市场，构建运营管理体系；在组织架构上，公司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矩阵”式管控

方式，提升管理效能和组织动力；在人才建设上，公司将持续打造以奋斗为本的员工队伍，共创

价值，共享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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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说明参见《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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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