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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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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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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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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鸿集团 600981 
江苏纺织、江苏开

元、汇鸿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备 陆飞 

电话 025-84691002 025-84691002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路91号 南京市白下路91号 

电子信箱 ir@highhope.com ir@highhope.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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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1,024,643.82 24,991,030,040.74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29,257,718.47 5,403,761,245.39 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26,323,239,719.71 15,329,602,910.18 7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5,661,093.48 106,136,658.76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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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90,985.72 -1,348,25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8,687,199.21 -598,619,13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0 1.99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5 20.0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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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67.41 1,511,581,011 0 冻结 21,100,000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成 6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1 56,180,000 0 未知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2 45,273,655 0 未知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成 6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3 43,329,006 0 未知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9 42,299,755 0 未知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成 71号双红

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8 24,200,000 0 未知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67 15,088,000 0 未知   

星杰物产（舟山）有限公司 未知 0.55 12,313,147 0 未知   

杭州杰昇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22 5,023,900 0 未知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18 3,999,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2.兴证证券资

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兴证证券资

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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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

由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3.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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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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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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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公开发

行 2019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9 汇鸿 01 155310 2019-04-04 2024-04-04 10 5.2 

公 司 2020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0 苏汇鸿

MTN001 
102000564 2020-03-31 2023-04-02 10 3.95 

公 司 2020

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

券 

20 苏汇鸿

SCP003 
012003527 2020-10-14 2021-07-13 3 3.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4.48   73.2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5   2.0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汇鸿中锦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汇鸿中锦应收账款逾期金额 19,628.24 万元，扣除已收到预收货款后剩余未交付的

库存货值 17,737.84 万元，扣除已收到预收货款后后续可能增加存货的金额 17,783.76 万元。上述

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和汇鸿中锦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相关业务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将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披露《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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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汇鸿中锦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前述风险事项，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客户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带来的

所有经济损失，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汇鸿中锦已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

院正式提起诉讼，法院已依法受理，汇鸿中锦为原告。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暨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案

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进程

及结果，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关于应收账款逾期风险，根据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依据此

项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组合 2 应收账款－非政府机关”，公司对划分为该组合的应

收账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本着审慎性原则，公司判断此项应收账款信用

风险已显著增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对此项应收账款进行单项

认定。已采用逾期相关的信息并正积极努力获得其他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对此项应收账款信用

风险进行会计判断和处理，并承诺将在获得合理判断的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关于相关存货可能无法足额变现的风险，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

规定，本着审慎性原则，正积极努力获取可参考的同行业类似资产最近交易价格的相关信息，对

此项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分析和评估，进而对此项存货可能无法足额变现的风险事项进行会计判

断和处理，并承诺将在获得合理判断的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关于可能增加存货且无法足额变现的风险，根据此合同项下货物未达到交付条件，公司判断

此合同项下预付账款信用风险没有显著增加，后期公司积极关注合同进展，将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对此待交付合同货物将可能形成新增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分

析和评估，对存货可能无法足额变现的风险事项及存货交付情况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述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