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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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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水泥 6008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宣能 林国金

电话 0591-87617751 0591-87617751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号福能方

圆大厦13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号福能方圆

大厦13层

电子信箱 caixuanneng@sina.com linzy201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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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250,378.18 4,072,695,518.47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4,584,315.90 603,146,302.67 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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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911,595.28 -245,716,812.53

营业收入 1,266,440,971.87 750,297,777.74 6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186,363.00 -43,062,68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1,672,148.96 -45,082,5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2 -5.93 增加38.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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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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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8 109,913,089 0 无 0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20,090,951 0 无 0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7 12,100,833 0 无 0

罗金海 境内自然人 1.16 4,417,933 0 无 0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52 2,000,904 0 无 0

严方 境内自然人 0.48 1,820,885 0 无 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6 1,742,468 0 无 0

李志星 境内自然人 0.42 1,610,300 0 无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永利32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2 1,600,000 0 无 0

柳杨格 境内自然人 0.39 1,487,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

福建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二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福建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相互之间及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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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1、2项情况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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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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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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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环境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同比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6个百分点。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同比增长7.3%， 增速同比大幅回落13.8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9.7%，增速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网，水泥大数据研究院）

2018年上半年，福建省GDP同比增长8.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13.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6%� ，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和

上年同期回落1.4个和0.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经营综述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尤其是三年蓝天保卫战等环保治理措施施行的影响下，2018年上半

年，福建省水泥企业加强自律，较好落实错峰生产，加上外省入闽水泥减少，省内水泥价格相对维稳。

报告期，公司聚焦生产经营主要问题及重点工作，多措并举，以绩效考核为抓手，持续开展管理提升

活动，成效明显，呈现产销两旺、量价齐升的良好态势，对比上年同期，商品毛利率提升23.45个百分点，主

营业务扭亏并大幅盈利，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18.64万元，为公司同期历史之最。 主要

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熟料327.39万吨，生产水泥377.46万吨，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5.76％和28.54％,

实现水泥销售（含商品熟料， 下同）394.46万吨， 同比增长22.65％， 水泥销售均价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38.03%， 实现营业收入126,644.10�万元， 同比增加68.79%， 利润总额31,984.88万元， 同比增加38,

661.6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518.64万元，同比增加26,824.9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33,791.16万元，同比增加58,362.84万元。

年度预算调整情况：

2018年上半年，在福建省水泥市场供需关系改善情况下，水泥价格处于相对高位，维稳状况超出公司

原先预期。 面对机遇，公司管理层提出了调整本年度预算的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调整前后的预算

主要指标对比如下：

主要指标 调整后 调整前

水泥产量（万吨） 740 740

水泥销量（万吨） 740 740

营业收入（万元） 256,937.29 193,055.58

成本费用（万元） 209,921.12 205,6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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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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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2018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8-024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福州市福能方圆大厦本公司会议室进行。 本次会议通知及资料以公司OA系统、

打印稿、E-mail及手机短信方式于8月7日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4

名，董事何友栋、陈兆斌、郑建新、姜丰顺和独立董事林萍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洪海山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2018年上半年，福建省水泥市场供需关系改善，水泥价格处于相对高位，维稳状况超出公司原先预

期。公司管理层提出了调整本年度预算的方案。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调整预算。调整前后的预算主要指标

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指标 本次调整后 调整前

水泥产量（万吨） 740 740

水泥销量（万吨） 740 740

营业收入 256,937.29 193,055.58

成本费用 209,921.12 205,66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56.78 4,322

注：成本费用不含“税金及附加” 。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8年度与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8年度与厦门联

美商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向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向华润水泥

（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高管人员2018年度薪酬标准及考核管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高管人员（含经营班子其它成员）2018

年年度薪酬标准及考核管理具体如下：

1、正职薪酬基数50万元（其中基本薪酬15万元，绩效薪酬35万元）。

2、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分配系数：总经理为1.0，副总经理、财务总会计师、企业总法律顾问、董事会

秘书为0.8。

3、绩效薪酬根据董事会下达的业绩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发放，与公司组织业绩合同及班子成

员个人业绩合同考核挂钩，执行与基本薪酬合并后的年度薪酬总额考核总结算。

4、特别奖金：对有特殊贡献或完成重大临时性事项进行奖励。 特别奖金最多不超过 30�万元/人.年。

5、2018年年度业绩考核以公司利润总额及有关管理指标构成，利润总额基本值与预算口径一致。

6、具体考核细则将按《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另行修订）实施。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实施企业年金的议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求，进一步完善职工薪酬

体系，增加人才吸引力、稳定职工队伍，提高职工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意公司建立并实施企

业年金制度，具体按经公司职代会讨论通过并报福建省人社厅备案同意后的《企业年金方案》实施。

（一）企业年金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实施人员范围

已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在岗及内退职工，按自愿参加原则自主选择参与。劳动合同试用期、

已退休人员以及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人员、劳务派遣、临时性用工均不参加本企业年金方案。

2、资金筹集

企业年金的资金由单位和职工共同承担。公司缴费不得超过本单位上一年度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

费原则上按单位缴费的1/2缴纳。 为照顾低收入人群，中层副职以下人员可每年自愿选择缴交数额一次，

但最高不得超过单位缴交的1/2，最低不得少于30元/人.月。

3、缴费限制

单位缴交总额不得超过本单位上年度工资总额的8%，若超过8%的，按超过比例同比例下调所有职

工单位缴交部分。

单位当期缴费分配至职工个人账户的最高额不得超过本单位平均额的5倍。 超过平均额5倍的部分，

记入本单位企业账户。

4、执行时间

从2018年2月1日起执行。

（二）对公司2018年的影响

实施企业年金方案，需公司承担的缴费部分将相应增加成本费用支出。 2018年公司缴费金额控制在

2017的工资总额的8%约0.112亿元以内。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8-025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其中：现场出席监事5名,监事王跃、李日亮以通讯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振涛先生主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审议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内

部管理的各项制度;

2、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四、审议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与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五、审议了《关于2018年度向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审议了《关于高管人员2018年度薪酬标准及考核管理的议案》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8-026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度与厦门联美商

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预计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亦批准了该议案。现根据经营实际需要，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与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的议案》，同意增加2018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2350.4万元。

本议案表决情况：郑建新、黄明耀二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他7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同意7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三位独立董事黄光阳、刘伟英、林萍事前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系根据实

际情况，向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下属企业增加销售水泥2350.4万元，交易按市场价原则定价，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交易涉及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 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前次预计执行情况及本次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单位 交易内容 原预计金额

2018年上半年已

发生金额

本次调整后预计

总金额

其中：本次预计

增加金额

销售商品

厦门联美商贸有限

公司

销售水泥 1580 1410.4 3930.4 2350.4

注：金额不含税，不含运费。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计划2018年下半年向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水泥7万吨，下半年交易金

额约 2520万元，2018年全年预计交易总金额3930.4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控制的权属企业，为一

家商业商贸公司的批发企业，法定代表人：罗晓明，注册资本5000万元，住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6

号A1区11层1103单元。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其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不存

在因支付款项或违约等对本公司可能形成的损失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向关联方销售水泥，按市价原则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按市价原则向关联方销售水泥，可以巩固市场地位，维持市场占有率。 公司遵循

商业规则，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业务经营没有产生严重依赖，

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本公司与交易方在销售水泥的相应计划额度内，分批与交易方签订购销

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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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向华润水泥（连江）

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预计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与华润水泥福建公司之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根据经营实际需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8年度向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2018年增

加向华润水泥下属福建企业———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出售商品熟料640万元。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何友栋先生回避表决。 其他8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同意8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三位独立董事黄光阳、刘伟英、林萍事前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计划增加向

华润水泥下属福建区域企业———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熟料640万元，交易按市场价原则定

价，遵循商业规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交易涉及的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本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前次预计执行情况及本次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7年实际发

生金额

2018年原

预计金额

2018年上半年

已发生金额

本次增加后预

计金额

销售商品

华润水泥（泉州）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220 654 173.5 654

华润水泥（漳平）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0 545 221.42 545

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0 33.4 640

合计 220 1199 428.32 1,839

注： 金额不含税、不含运费。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本次增加向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熟料2万吨，预计全年交易金额

约 640万元。 本次增加后，预计全年向华润水泥下属福建区域企业销售商品熟料1839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系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的华

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纪友红，住址：连江县浦口镇塔头村。 经营范围：

水泥熟料粉磨、水泥制品、水泥中转加工。

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华润水泥（连江）有限公司销售商品熟料，按市场价原则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市价为原则，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熟料，可以互惠共利，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该关联交易不会

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本公司与交易方在销售商品熟料的计划额度内，分批与交易方签订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公司代码：600802�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福建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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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德良 工作原因 龙炼

董事 林斌 工作原因 盛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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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庭投资 600695 大江股份

A股 上交所 绿庭B股 900919 大江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雪峰 孙茂宏

电话 86-21-60200777-8030 86-21-60200777-802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25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2501室

电子信箱 yangxf@greencourtinvestment.com sunmaohong@greencourtinvest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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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460,371.60 1,233,635,677.60 -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47,028,190.53 693,891,523.20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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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0,134.40 7,341,137.90 -518.06

营业收入 20,997,344.33 20,818,956.36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23,737.88 12,841,419.90 -14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96,449.76 -27,511,476.5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0 1.76 减少2.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8 0.0200 -13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8 0.0200 -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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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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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70 111,626,770 0 无

上海炳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5 40,212,489 0 未知

上海绿庭科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9 36,894,304 0 质押 28,300,00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6 34,581,152 0 未知

东方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 15,526,323 0 未知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境外法人 0.96 6,857,444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67 4,733,900 0 未知

SHENWAN� HONGYUAN�

NOMINEES���(H.K.)�LIMITED

境外法人 0.66 4,701,900 0 未知

徐美芳

境内自然

人

0.51 3,655,600 0 未知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境外法人 0.50 3,554,58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绿庭(香港)有限公司和上海绿庭科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俞乃奋，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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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监管部门延续了去年的强监管、严监管态势，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降低宏观杠杆率，上述

一系列政策对公司的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一

方面，积极适应监管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发展策略，确保公司经营业务合规有序开展。 通过加强对公司在

管和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保障各项目平稳运营和退出。 另一方面，积极寻找不动产领域的业务机会，重

点关注一二线城市中存量不动产标的资产，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储备优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99.73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资产管理业务收入572.35万

元、投资业务收入1,068.96万元、房屋租赁收入458.42万元。 公司目前收入结构更趋合理，但整体规模仍

然偏小，业绩受项目投资周期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为-535.0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552.37万元，每股收益-0.00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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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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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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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8年8月17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公司董事会现有9名成员，亲自出

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7名， 董事毛德良委托董事长龙炼出席并表决， 董事林斌委托董事盛旭春出席并表

决。 会议由董事长龙炼主持，监事会成员、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对其他应收款项计提特别坏账准备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绿庭投

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其他应收款项计提特别坏账准备的公告》（临2018-050）。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 审议通过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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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其他应收款项计提特别坏账准

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8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其他应收款项计提特别坏账准

备的议案》。 现就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江食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大江” ）原食品业务遗留下来的两笔应

收款近期未能正常回款，虽然我公司积极与对方沟通，但一直无法与对方相关决策人员取得联系。2018年

7月4日，香港大江已就上述应收账款事项向当地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在指

定信息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临2018-047）。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17年度已对上述两笔应收款计提了50%的坏账准备。 此次公司董事会同意

对上述两笔应收款余额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合计714.18万元。 对上述两笔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公司仍会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催收。

二、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将会相应减少公司2018年半年度净利润714.18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刘昭衡先生、夏旸先生、鲍勇剑先生对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四、监事会意见

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

备。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A

股

600695

证券简称：

A

股 绿庭投资 编号：临

2018-051

B

股

900919 B

股 绿庭

B

股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8年8月17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监事会成员全部亲自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贺小勇主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全票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对其他应收款项计提特别坏账准备的议案》。 本次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基

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

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没有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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