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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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亮 因公出差 向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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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董事会没有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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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电力 6001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斌 张春燕

电话 （0825）2210829 （0825）2210081

办公地址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 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

电子信箱 mxdl600101@163.com zhanger0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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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139,656.22 3,010,050,189.46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5,432,781.49 2,079,954,327.7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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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04,317.92 100,674,090.38 25.56

营业收入 764,549,385.97 692,716,651.10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47,798.82 43,092,910.24 2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021,922.12 43,136,467.76 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8 2.155 增加0.4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8 0.133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8 0.133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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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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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20.07 65,070,097 0 无 0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国家 5.70 18,486,534 0 无 0

遂宁金源科技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5.65 18,312,969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 16,259,527 0 无 0

徐国滨 境内自然人 0.66 2,131,800 0 无 0

钱菊芳 境内自然人 0.62 2,013,967 0 无 0

阮海良 境内自然人 0.56 1,801,600 0 无 0

阮彩友 境内自然人 0.53 1,716,950 0 无 0

祝东升 境内自然人 0.36 1,173,878 0 无 0

杨钟莉 境内自然人 0.26 838,05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前三位国家股股东、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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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连续12

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到6.9%的中高速区间。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推进，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但中美贸易争端前景不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结构调整

和改革任重道远。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依然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积极应对，带领全体员工保持战略定力，狠抓经营管理，努力挖潜增效，持续强化

安全生产，积极控制防范风险，有序推进网络建设，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改革

创新，经营管理再上台阶。

全面加强安全管理。贯彻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意见，制定落实安全工作措施，夯实安

全基础。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素质。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触电案件压降、

春安大检查、安全生产月等专项活动。 加大反违章力度，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开展隐患治理

排查，开展电网安全性评价，安全本质水平进一步提升，增强电水网络风险抵抗能力。 狠抓

应急管理，提升公司应急处置能力。强化防洪度汛和迎峰度夏工作，公司电网水网经受住了

夏季高温高负荷的考验。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扎实推进网络建设。 与供区内各区县、 园区建立电网建设对接常态机制， 加快推进

110kV乌木变电站至110kV安居变电站输变电工程建设，35kV创维变电站正式投运。 推进

110kV永兴变电站、35kV河沙变电站和110kV金家沟变电站前期工作。 新建10kV线路及

以上线路35.6千米。 网络结构进一步完善。 完成龙凤电站综合自动化改造，并接入集控系

统。 持续推进电、水、气“三表合一” 改造，智能电表换装累计达37.7万户，新建自来水主管

网4.2千米，配套管网26.1千米，自来水管网架构继续向拓展供区延伸。

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主动对接供区内各区县、园区，深化政企合作，助推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推行大客户经理入驻园区坐班服务，巩固重点客户合作，开展大客户个性化用电

分析与服务，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深化计划停电协商制，量身定制客户服务方案，切实提升

客户满意度。 大力推广远程缴费和商业代收， 升级智能化营业厅， 用户离柜缴费率达到

85.53%。 加强停送电计划管理，强化 “打包式”检修和带电作业，减少用户停电时间。 加强

配抢协同，进一步缩短抢修时间，建立电水气党员服务联盟，提升服务品牌形象，优质服务

水平再上新台阶。

积极适应电改政策。 落实遂宁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细则，积极争取富余电量

和直购电政策，深化与企业的合作，维护好存量市场。 大力推进电能替代，实施“油改电”项

目11个。 结合公司十三五信息化规划，开展“智慧明星”建设规划设计咨询。

坚持依法治企。 深化内控体系和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修订公司《章程》，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保证决策依法依规。 强化内部审计力量和职能，持续开展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 公司企业管理效率效益稳步提升。

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加强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企业

民主管理。继续做好电力脱贫攻坚工作，推进贫困村电网改造和低电压治理。 深入开展“素

质提升年”活动，加强青年人才培养。狠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信访和维护稳定工作，保

持公司和谐稳定发展局面。

报告期内，遂宁地区完成自发上网电量19,300.61万千瓦时，同比减少4.82%；售电量

101,154.18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7.16%；甘孜州康定地区上网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电量993.31万千瓦时，同比减少48.18%。 售水量1,790.28万吨，同比增长10.52%。 实现营业

收入76,454.94万元，同比增长10.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54.78万元，

同比增长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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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

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进行了复核，部分

电网资产实际使用寿命短于预计使用年限，为使该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

命更加接近，公司决定自2018年4月1日起，对输配电线路、变电设备等六类固定资产预计使

用年限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折旧方法仍采用平均年限法，预计净残值率仍为5%。 具体变

更内容如下：

序号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预计使用年限（年） 年折旧率（%） 预计使用年限（年） 年折旧率（%）

一 输配电线路 40 2.38 20-25 3.80-4.75

二 变电设备 22 4.32 15-20 4.75-6.33

三 配电设备 22 4.32 15-20 4.75-6.33

四 用电计量设备 10 9.50 6 15.83

五 通讯线路及设备 10 9.50 6 15.83

六

自动化控制设备、信息设备

及仪器仪表

10 9.50 8 11.88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进行追溯调整。 预计对2018年至

2020年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净利润 -3,557.34 -3,964.81 -3,812.15

总资产 -4,185.11 -4,664.48 -4,484.88

净资产 -3,557.34 -3,964.81 -3,812.15

备注：2018年“总资产”“净资产”为会计估计变更起始年度影响金额，2019年和2020

年“总资产”“净资产”为增量金额。

报告期内，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8年1-6月：

营业成本 1,741.12

管理费用 3.94

利润总额 -1,745.06

2018年6月30日：

固定资产 -1,7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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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秦怀平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8-036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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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十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在公司召开。 9名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董

事廖亮委托董事向道泉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秦怀平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宏、何云、吴开超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宏、何云、吴开超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18-037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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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2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以9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四川汇明矿业有

限公司（简称“汇明公司” ）（公司对其持有60%股权）决定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 其中，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443.62万元，母公司对子公

司享有的债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975.87万元，子公司对探矿权（无形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1,642.50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近日，汇明公司收到《平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决定关闭（退出）我县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内矿业权的通知》，平武县人民政府决定关闭（退出）位于平武县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四

川省平武县松潘县磨河坝锰矿详查等3宗探矿权。根据通知精神，汇明公司所属探矿权将予

以关闭（退出）。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四川汇明矿业有限公

司所属探矿权（详查）关闭（退出）的公告》。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母公司当期净利润1,206.57万元，减少合并财务报表

当期净利润1,642.50万元， 减少合并财务报表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5.50万

元。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计提数 2018年净利润影响数

子公司 母公司

合并财务报

表

子公司 母公司

净利润

（合并财务报

表）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合并财务报

表）

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

443.62 -377.08

坏账准备 975.87 -829.49

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

1,642.50 1,642.50 -1,642.50 -1,642.50 -985.50

合计 1,642.50 1,419.49 1,642.50 -1,642.50 -1,206.57 -1,642.50 -985.50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是坚持谨慎性的会计原则， 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

就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计提能够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会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关于四川汇明矿业有限

公司无形资产减值情况的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01420011号）。 会计师认为，汇明公

司编制的资产减值情况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相应无形资产的减值和资产价值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四）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汇明矿业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减值情况的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01420011号）。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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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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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2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以9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四川省白玉县拉龙金银多金属矿探矿权

和四川省白玉县上也康银多金属矿探矿权减值准备进行核销。 本次核销无形资产账面余额

121.36万元，核销相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121.36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核销金额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四川省白玉县拉龙金银多金属

矿探矿权

无形资产 60.46 0 60.46 0

四川省白玉县上也康银多金属

矿探矿权

无形资产 60.90 0 60.90 0

合计 121.36 0 121.36 0

二、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经勘探，公司所属四川省白玉县拉龙金银多金属矿和四川省白玉县上也康银多金属矿

未发现矿化富集，无开采价值，为规避投资风险，公司近几年未进行实质性投入。 目前，该两

宗探矿权许可证过期，已不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本次核销，有利于夯实资产管理基础工

作，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三、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于以前年度对该两宗探矿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本次核销对母公司和合并财

务报表当期利润没有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核

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

于向投资者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

事会就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核销能够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审核报告》（瑞华专审字[2018]01420144号）。 会计师认

为，公司本次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符合国资委《关于印发〈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

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发评价[2005]67号）等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四）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审核报告》（瑞华专审字[2018]01420144号）。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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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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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监

事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在公司召开。 5名监事全部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何永祥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编制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计提能够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会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核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

会就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本次核销能够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

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2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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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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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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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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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集团 600697 S欧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焱

电话 0431-87666905

办公地址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电子信箱 ccoyjt@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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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92,212,118.91 21,764,059,442.14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063,579,507.20 2,937,954,970.95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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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996,193.69 272,717,921.36 229.28

营业收入 7,622,403,676.47 6,691,820,683.80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069,426.29 132,903,693.47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9,942,238.80 126,373,821.81 -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3 6.08 减少0.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1 0.84 -3.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1 0.8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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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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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总公司 国家 24.52 39,013,891 0 质押 10,000,000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守型投资组合

其他 5.00 7,954,394 0 未知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4.99 7,938,430 0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其他 4.40 7,000,000 0 未知

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

体万能产品

其他 3.35 5,328,046 0 未知

曹和平

境内自然

人

2.23 3,547,546 0 质押 1,800,000

长春市朝阳区双欧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其他 2.08 3,305,500 3,305,5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34 2,137,366 0 未知

长春市兴业百货贸易公司 其他 1.33 2,113,558 0 未知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1.20 1,905,04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总公司、长春市朝阳区双欧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并分别与无限售条件股东

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虽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一致行动意向，但

因存在的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本公司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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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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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欧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

券

11欧亚债 122127

2012年 3月 20

日

2019年 3月 14

日

4.7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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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5 76.3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56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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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为商业零售企业，主要经营综合百货业务。 报告期，在行业景气度趋弱，内需增

长继续下行压力的不利情况下，公司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着力提升发展内生动力为主

线，专注主业和规模的发展，专注营销和产业形态的创新，实现了健康良性发展。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62,240.37万元，同比增长13.91%，利润总额实现39,392.55万

元，同比增长9.80%，净利润实现28,627.04万元，同比增长8.63%，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实现12,806.94万元，同比降低3.64%。

网点布局稳步推进。欧亚汇集一期项目正在积极施工中，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欧亚北湖

一期A段， 各项前期工作有序进行。 继续收购西宁大百41.38%的股份， 持股比例达到

90.42%。 报告期，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西宁大百新增购物中心1个，连锁超市2个；新开

欧亚商务宾馆1个，扩大了销售覆盖面，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强化了公司持续发展的支撑。

经营结构持续优化。 一是公司“现代百货、商业综合体、商超连锁”三大业态，根据市场

趋势、消费需求和门店实际，调整品牌结构，扩大体验式消费，强化经营功能，打造核心价

值，提高抗压能力，保持了强势市场地位；二是持续推进自采自营。 拓宽采购渠道，以农超、

厂超对接减少中间环节，以规模自采打造价格优势，以自有品牌扩大市场优势。 同时，实施

“南货北运、北货南销” ，实现海南特色产品批量采购；三是开发现代智能商业。 完善家电和

超市自采自创品牌线上销售系统，构筑欧亚会员信息数据库。 通过欧亚e购、欧亚到家电商

运营平台，掌上欧亚APP、欧亚微店微信平台，紧密融合线上线下，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

消费服务新体验，提高了全渠道消费供给侧的运营效果。

释放市场活力，培育市场新动力。 一是着力借势造节，不断释放节庆营销新活力。 公司

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做精营销活动，开展在内部有联动效应，在市场有迎合效应，在消费者

中有呼应效应的营销活动，有效集聚了消费群体；二是丰富营销形式。 结合不同时期的特

点，创意形式新颖的营销活动，弘扬店庆营销，抓住节日营销，拓展文化营销，开展特色营

销，以“多维”营销，保持经营常新，场景常换，聚集人气。 特别是以“龙舞商海·惠享全城—

欧亚店庆日，百姓购物节”为主题的店庆营销，万众瞩目、规模宏大，充分彰显了店庆经济效

应，增强了经营活力。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流动比率为0.41，较上年度末降低0.03，速动比率为0.18，

较上年度末降低0.04。 资产负债率为75.65%，较上年度末降低0.71个百分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为-46,796.11万元。 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9,799.62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9,389.93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7,

206.06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0.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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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曹和平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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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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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18年8月13日以书面

送达方式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8年8月

23日上午9:00时，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形式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九届二次董事

会。应到董事9人，现场到会7人，视频2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总经理于志良主持。 会议以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鉴于部分银行授信额度已到期，董事会同意向下列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250,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

1、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敞口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融

资性保函，用于支付自营商品采购款或置换他行贷款，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2、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0万元人民

币。 用于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3、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自由大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160,000万元人民

币。 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信贷业务。 具体授信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124,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2）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的授信额度24,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

用；

（3）长春欧亚卫星路超市限公司的授信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4）长春欧亚柳影路超市限公司的授信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5）长春欧亚集团通化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6,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30,000万元人民币。 品种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买方保理额度、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 具体授信

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及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营销分公司）可提

用全部额度，其中营销分公司使用时须取得公司书面授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提用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3） 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司和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合计提

用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第3项（3）、（4）、（5）,第4项（3）授信额度使用时,公司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联营公司股权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受让股权相关事项的议

案》

上海欧亚衣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衣恋），系公司与韩国衣恋集团在中国的

流通本部暨纽可尔瑞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可尔瑞特）共同出资设立的。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889号2幢A136

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纽可尔瑞特以人民币现金出资5,1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51%；公司以人民币现金出资4,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截止2018年6月30日，

欧亚依恋实收资本6,005万元，其中：纽可尔瑞特出资3,062.55万元，持股比例51%，公司出

资2,942.45万元，持股比例49%。 法定代表人：CHO� IL� SUNG。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及辅

料、箱包、鞋帽、玩具、黄金珠宝、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家居用品、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等。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欧亚衣恋资产总额12,618.64万元，负债总额9,022.18万元，所

有者权益3,596.46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4,050.37万元，实现净利润-1,538.13万元（已经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

截止2018年6月30日，欧亚衣恋资产总额12,107.83万元，负债总额,9,226.87万元，所

有者权益2,880.96万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7,775.56万元，实现净利润-715.49万元。

纽可尔瑞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拟以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所持欧亚衣恋51%股权。

董事会对欧亚衣恋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欧亚依恋经营状况不佳主要受

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如公司受让该股权，对欧亚依恋经营进行合理调整和全面管理，其经营

状况会得到改观，预期发展态势向好。

董事会同意：以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该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股权受让的全

部事宜。

受让该股权后，欧亚依恋由公司的联营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欧亚卖场对整体经营的调整，董事会同意：

1、注销长春欧星贸易有限公司

欧星贸易系公司与朝鲜经济贸易信息会社（以下简称贸易会社），于2011年11月30日

共同出资设立的。 成立时，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出资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贸易会社出资1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0%。 经营过程中，由于市场坏境变化，

2017年12月25日，贸易会社以0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所持欧星贸易30%股权。 贸易会社股

权转让后，公司出资占欧星贸易注册资本的100%。 住所：长春市朝阳区开运街5178号（欧

亚卖场505室）。法定代表人：黄淑梅。主要经营百货、酒类、针纺织品、金银饰品、五金交电、

仪器仪表、通讯器材、钟表眼镜、家用电器等业务。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欧星贸易资产总额565,702.27元（其中，货币资金293,416.37

元，应收账款59,381.58元，存货166,245.90元，其他流动资产46,658.42元）；负债总额36,

558.29元（其中:应付账款6,100.83元，应交税费30,457.46元）；所有者权益529,143.98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77,424.30元，实现净利润39,283.26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8年6月30日，欧星贸易资产总额525,111.99元（其中：货币资金64,833.19元，

应收账款55,181.58元，其他应收款166,867.79元，存货220,585.82元,� 其他流动资产17,

643.61元）；负债总额323.40元（其中：应付账款323.40元）；所有者权益524,788.59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实现净利润-4,355.39元。

欧星贸易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对该公司进行清算，按清算结果收回投资并对投资损益做账务

处理。 同时，依法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2、注销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欧亚新发商厦

欧亚新发于2005年1月15日成立。 注册地址长春市新发路1号，负责人：曲慧华，主要经

营范围：综合百货、五金、针织、农副产品、场地租赁、广告业务等。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欧亚新发资产总额 12,947.83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739.79万

元，存货142.52万元，其他应收款426.00万元，其他流动资产45.5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5,

223.54万元，无形资产4,370.45万元)，负债总额 2,991.24万元(其中：应付账款89.27万元，

预收账款1,174.19万元，应付职工薪酬43.27万元,其他应付款437.94万元，其他流动负债

204.00万元，长期应付款1,042.57万元)，所有者权益 9,956.59�万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2.82�万元，实现净利润-1,045.66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8年6月30日，欧亚新发资产总额 4,081.06�万元(不含欧亚卖场拨付欧亚新发

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中： 货币资金40.34万元， 预付账款10.74万元， 其他应收款2,

458.30万元，存货60.14万元，其他流动资产115.3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396.17万元，无形

资产0.04万元)；负债总额 3,339.21�万元（其中：应付账款73.76万元，预收账款1,090.63万

元，应付职工薪酬43.27万元，其他应付款1,294.97万元，其他流动负债204.01万元，长期应

付款632.57万元）；所有者权益 741.85万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 8.93�万元（库存商品处理产生），实现净利润-215.37万

元。

欧亚卖场将欧亚新发原有经营物业出租给其子公司长春欧亚奥特莱斯购物有限公司

使用。

董事会授权欧亚卖场对该公司进行清算。清算中产生的资产损失由欧亚卖场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后进行处理；清算后的资产、负债纳入欧亚卖场核算；依法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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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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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

求，《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的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半年度主要经

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2018年半年度，公司新开商务宾馆1个，地区为北京市；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门

店3个，其中购物中心1个，连锁超市2个，地区为青海省西宁市。 相关数据详见下表：

地区

经营业

态

名称 地址 开业时间

建筑面积

（㎡）

物业

权属

青海省

购 物 中

心

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中区东大街53

号

1959年8月 45,766 自有

连 锁 超

市

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大众店

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69

号

2007年12月 20,076 自有

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广场店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

76号

2002年1月 21,997

自有/租

赁

北京市

其 他 经

营部门

北京欧亚商贸有限公司朝阳商

务宾馆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

212号楼2层204

2018年3月 1,731 租赁

二、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吉林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3,423,954,321.77 2,745,809,899.96 19.81 0.10 1.52

大型综合卖场 2,122,230,189.45 1,541,555,923.47 27.36 17.64 2.09

连锁超市 950,205,192.63 755,887,445.33 20.45 1.56 1.71

房地产 46,259,866.12 32,833,098.71 29.02 4.99 -8.81

其他 63,100,277.38 21,961,698.95 65.20 52.28 21.09

辽宁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177,198,561.69 141,388,605.66 20.21 -3.55 0.94

大型综合卖场 - - -

连锁超市 - - -

房地产 - - -

其他 - - -

内蒙古自

治区

购物中心（百货店） 371,604,965.97 289,998,142.22 21.96 308.74 0.55

大型综合卖场 - - -

连锁超市 228,996,870.36 193,749,063.29 15.39 3,826.28 -6.70

房地产 77,539,132.36 61,002,370.25 21.33 -23.76 12.33

其他 1,054,470.37 368,235.96 65.08 100.00 -

北京市

购物中心（百货店） - - -

大型综合卖场 - - -

连锁超市 20,473,104.56 15,371,666.84 24.92 16.84 6.44

房地产 - - -

其他 - - -

山东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大型综合卖场

连锁超市

房地产 64,476,130.48 30,261,429.50 53.07 100.00 -

其他

河南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45,612,654.04 31,603,772.77 30.71 16.50 -4.61

大型综合卖场

连锁超市

房地产

其他 2,202,833.15 22,783.62 98.97 111.87 30.16

青海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8,520,280.11 6,780,297.09 20.42 100.00 -

大型综合卖场

连锁超市 13,070,859.87 10,676,273.70 18.32 100.00 -

房地产

其他

海南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 - -

大型综合卖场 - - -

连锁超市 5,903,966.16 4,203,642.87 28.80 -4.95 0.83

房地产 - - -

其他 - - -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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