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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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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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控股 股票代码 0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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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俊雅 刘逊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8号

赤湾总部大厦26楼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8号

赤湾总部大厦26楼

电话 0755-26853551 0755-26853551

电子信箱 nskg@xnskg.cn nskg@xnskg.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97,782,036.72 1,733,872,612.54 2,179,288,051.32 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365,874.79 -9,043,856.09 -13,069,226.17 1,29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3,753,073.97 -12,133,521.19 -23,645,770.84 66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496,599.79 -1,339,150,453.02 -1,143,421,713.41 11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0.0048 -0.0048 1,30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0.0048 -0.0048 1,30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0.13% -0.17%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3,152,524,571.18 31,523,668,790.30 31,548,334,290.34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31,630,453.31 8,080,943,588.86 8,099,382,318.01 1.63%

注：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深基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8年三季度完成，为保证口径一致，调整上年同期

数据；本期本公司完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重庆南山国际汽车港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为保持口径一致，调整上年同期

及上年度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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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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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山开发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暂未分类的国

有法人

50.58% 1,369,660,401 1,369,235,649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5% 282,880,000

上海南山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暂未分类的国

有法人

7.40% 200,479,137 200,479,137

China� Logistics�

Holding (12) �PTE.

LTD.

境外法人 6.10% 165,222,356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1,971,5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0,549,6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境外法人 0.33% 8,985,878

俞志翔 境内自然人 0.24% 6,618,7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3% 6,093,519

林镇泉 境内自然人 0.15% 4,089,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赤晓企业有限公司100%股份，通过深圳市海湾发展

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俞志翔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6,618,715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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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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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赤湾石油基

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12基地债 112140 2019年12月17日 55,998.9 5.7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6.65% 65.75% 0.9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95 2.16 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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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形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GDP同比增

长6.3%，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仓储物流业务园区规模在国内位居前列，物流网络布局已形成，在全国经济热点区域的网络优势将持续

增强，未来运营规模仍将实现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业务坚持“区域深耕、布局重点城市”的战略，结合国内经济战略走向，

抓住城市群发展的契机，创新运用多种方式进行项目拓展，巩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19年上半年，

南山控股实现营业收入249,778万元，同比增长14.61%；归母净利润15,637万元，同比增长1,296.44%。 具体如下：

（1）仓储物流业务

1）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2019年上半年，宝湾物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5,296万元，同比上升29%；归母净利润3,079万元，同比下降40%；仓库平

均使用率为88.8%。宝湾控股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宝湾控股融资额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仓库使用率受电商自建仓投

入使用及新园区投运的影响略有下降。 主要园区情况如下：

园区 运营面积(万m2) 仓库使用率（%） 去年同期使用率（%） 增减变动

上海宝湾 17.9 100% 100% 0.0%

明江宝湾 11.8 100% 100% 0.0%

昆山宝湾 14.1 100% 100% 0.0%

园区 运营面积(万m2) 仓库使用率（%） 去年同期使用率（%） 增减变动

广州宝湾 13.1 100% 100% 0.0%

廊坊宝湾 9.0 100% 100% 0.0%

龙泉宝湾 12.6 98.5% 100% -1.5%

南京宝湾 10.6 100% 94.0% 6.0%

北京宝湾 5.0 100% 100% 0.0%

新都宝湾 6.7 100% 100% 0.0%

胶州宝湾 16.4 89.4% 93.0% -3.6%

津南宝湾 6.5 98.7% 97.9% 0.8%

无锡宝湾 11.4 100% 100% 0.0%

嘉兴宝湾 5.4 94.3% 100% -5.7%

武汉宝湾 14.4 85.2% 99.5% -14.2%

天津宝湾 15.1 59.1% 99.0% -39.9%

南通宝湾 5.5 83.2% 100% -16.8%

镇江宝湾 13.8 48.4% 25.0% 23.4%

2）2019年上半年宝湾物流项目开发情况

根据公司5年战略规划要求，投资方面积极进入新兴城市，并实现了咸阳、石家庄、长沙、宁波、成都、合肥等多个城市的

项目签约，同时，也实现了天津、合肥、宁波等多个新城市的土地获取，获取土地面积共301亩，土地获取多元化成为常态。

3）创新融资渠道

2019年1月18日，宝湾物流“长江楚越-宝湾物流第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成功设立发行，发行规模17.89亿元，优先

级信用评级为AAA，优先级票面利率4.82%，发行成本创造了自2018年以来同期同类产品的新低。 资产支持证券的成功发

行凸显了资本市场对宝湾控股资产质量的高度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4）各宝湾物流园项目工程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在建项目为14个，分别在2019年及2020年竣工投用，预计2019年底竣工面积约70万平方米。

在建 预计完工时间

重庆珞璜项目 2019

长沙望城宝湾 2019

天津津南7#库 2019

重庆西彭宝湾一期、二期 2019

佛山三水宝湾 2019

嘉兴合资项目 2019

天津滨港二期 2020

郑州宝湾 2020

昆明空港 2020

德阳广汉宝湾 2020

南京高新宝湾 2020

武汉青山宝湾 2020

无锡新区宝湾 2020

西安临潼宝湾 2020

（2）房地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经营及管理工作如下：

1）深化运营体系，推进运营落地。 继续完善运营体系，保障项目顺利、快速开发；加强组织协同运作，实现专业之间的

交圈与协同；继续强化项目运营全周期、精细化综合管控，合理制定项目运营目标；形成项目监控预警机制，对项目全周期

运营指标进行动态跟踪与分析，稳健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2）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营销管理。 密切关注国家调控政策及市场变化，紧跟市场热度，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确保销

售任务顺利完成；加强营销管理，推进营销体系建设，通过完善营销标准化体系及建立营销费用管控体系，提高营销管控能

力。

3）严守城市深耕和重点城市布局战略。 上半年，公司始终坚守“区域深耕，布局重点城市”的城市布局战略。 一方面，

持续关注现有布局苏南、华中区域土地市场，积极参与目标城市土地竞拍；另一方面，抓住城市群发展的契机，探索成渝地

区中具备发展潜力的城市布局机会。在土地市场价格不断攀升，目标城市政策逐步收紧的情况下，公司严控风险，谨慎获取

高溢价地块。

4）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培育竞争新优势。 公司在做强做大传统住宅的同时，积极进行多元化战略布局，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 以南山维拉邻里中心为代表的商业地产项目、以武汉南山光谷自贸港为代表的产业地产项目、以合肥三食六

巷美食公园为代表的文旅项目均投入运营。 三类转型项目的尝试，为公司拓展业务领域、提供新型业务支撑、抵御政策风

险、增加未来持续的经营性收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关注政策变化，积极尝试多渠道融资。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企业融资难度增加，融资成本上升。为

此，公司持续关注有关政策变化，积极尝试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融资业务，扩宽融资渠道，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

坚实的资金保障。

2019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主要项目开发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竣工项目

序号 城市 区域 在售项目名称 在售业态

权益比例

（%））

占地面积

计容建筑面

积

已完工建筑

面积

完工面积

比

1 苏州 吴中区 南山·维拉B地块 住宅 100% 2.67 12.00 12.00 100%

在建项目

2 苏州 吴中区

南山·维拉

A地块二期一标

住宅 100% 1.61 6.57 0.00 0%

3 苏州 吴中区

南山·维拉

A地块二期二标

住宅 100% 6.43 13.27 0.00 0%

4 苏州 高新区 南山楠 住宅 100% 9.51 19.01 0.00 0%

5 南通 港闸区

南山国际社区（一、

二期）

住宅；商业；办

公

100% 9.08 27.03 24.01 89%

6 合肥 汤池镇 南山·三食六巷 商业 100% 6.32 3.85 1.87 49%

7 合肥 新站区 南山·柠檬郡 住宅 100% 3.83 7.66 0.00 0%

8 武汉 黄陂区 十里星空 住宅 100% 2.54 5.34 0.00 0%

9 长沙 岳麓区

南山·十里天池(二

期）

住宅；小学 100% 4.30 7.13 - 0%

10 长沙 岳麓区

南山·十里天池(三

期）

住宅；商业 100% 7.46 15.64 - 0%

11 长沙 岳麓区 南山·梅溪一方 住宅；商业 100% 4.75 24.25 - 0%

12 苏州 高新区

苏地2017-WG-57

号地块

住宅 100% 5.51 10.99 0.00 0%

拟开发项目

13 武汉 武昌区 P（2018）179号地块

住宅；商服；公

园绿地

51% 10.23 40.82 - 0%

14 无锡 锡山区

锡国土（经）2019-9

地块

住宅；商业；办

公

100% 10.05 18.09 - 0%

注：1、上述项目可能因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中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可能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

导致项目的计划投资以及计容积率面积等指标发生变化；2、上表中包含了公司控股的主要尚未结转完毕的项目，未包含零

星的尾盘项目；3、武汉P（2018）179号地块、无锡锡国土（经）2019-9地块计容建筑面积为拟规划计容建筑面积。

2）主要项目销售和结算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区域 在售项目名称 在售业态

权益比例

（%）

期初可供出

售面积

期内新增可售

面积

销售面积 结算面积

苏州 吴中区 南山·维拉 住宅 100% 1.46 6.20 7.04 9.23

苏州 高新区 南山楠 住宅 100% 6.50 0.00 3.35 0.00

城市 区域 在售项目名称 在售业态

权益比例

（%）

期初可供出

售面积

期内新增可售

面积

销售面积 结算面积

合肥 新站区 南山·柠檬郡 住宅 100% 5.65 0.00 2.52 0.00

武汉 黄陂区 十里星空 住宅 100% 2.78 0.00 0.83 0.00

长沙 岳麓区

南山·十里天池（二

期）

住宅 100% 0.99 0.00 0.96 0.00

长沙 岳麓区 梅溪一方 住宅；商业 100% 0.00 6.84 6.73 0.00

3）主要项目出租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出租类型 权益比例（%） 总可出租面积 期末已出租面积

出租率

（%）

深圳 南山区 赤湾物业

综合楼、幼儿

园

100% 0.42 0.34 81%

合肥 汤池镇 南山·三食六巷 商业 100% 0.68 0.46 68%

武汉 东湖开发区 南山光谷自贸港 办公 69.23% 4.35 2.69 62%

4）主要项目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权益比例（%） 预计总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苏州 高新区 南山·柠府 100.00% 156,870 159,221

苏州 吴中区 南山·维拉 100.00% 433,102 357,776

苏州 浒关 南山楠 100.00% 436,214 368,337

苏州 高新区 苏地2017-WG-57号地块 100.00% 366,000 280,077

南通 港闸区 南山国际社区二期 100.00% 110,040 79,653

合肥 庐江 南山·三食六巷 100.00% 32,000 26,500

合肥 庐江 D地块租赁用地 100.00% 12,000 4,545

合肥 新站区 南山·柠檬郡 100.00% 101,835 88,179

武汉 东湖高新区 武汉光谷自贸港 69.23% 32,500 29,504

武汉 黄陂区 十里星空 100.00% 67,799 59,851

长沙 岳麓区 南山·雍江汇 100.00% 171,094 170,788

长沙 岳麓区 南山·十里天池一期 100.00% 56,720

105,058

长沙 岳麓区 南山o十里天池二期 100.00% 31,763

长沙 岳麓区 南山o十里天池三期 100.00% 119,607

长沙 岳麓区 南山·梅溪一方 100.00% 310,000 176,965

合计 2,437,544 1,906,454

注：上表中包含了公司控股的主要尚未结转完毕的项目，未包含零星的尾盘项目。

5）土地储备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待开发土地面积 计容建筑面积 区域分布

报告期新增 10.05 18.09 无锡

报告期末累计持有 50.28 97.28 苏州、南通、合肥、长沙、武汉

注：上表中未包含土地一级开发用地面积，土地一级开发用地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权益比例（%） 规划平整土地面积 累计已平整土地面积 已平整比例（%）

成都 武侯区

红牌楼新马路1号

地块

100% 11.47 11.47 100%

6）地产业务融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融资途径 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

1 金融机构贷款 216,400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至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 1-3年

2 其他借款 227,200 0.35%至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 1-3年

3 应付债券 38,500 5.50% 3年

注：1、“其他借款”主要指关联方借款；2、应付债券指2018年度发行的资产支持票据（A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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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开

单独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开单独列示为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应收票据” 单独列示，期末金额41,188,486.63元，期初金额109,468,973.24

元；“应收账款” 单独列示， 期末金额847,579,356.63元， 期初金额936,120,

462.09元；“应付票据” 单独列示，期末金额513,938,174.04元，期初金额738,

623,786.40元；“应付账款” 单独列示，期末金额598,542,776.75元，期初金额

945,195,819.95元；

2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 “应收款项融资” 项

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无影响。

3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使用权资产” 项目，

反映承租人企业持有的使用权资产的期末

账面价值。

无影响。

4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租赁负债” 项目，反

映承租人企业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期

末账面价值。

无影响。

5

在利润表中新增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

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无影响。

6

在利润表中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

损失” 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列示营业总成本2,189,121,392.91元，上期金额调整为1,942,748,655.08元。

7

启用新金融工具准则，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

调整。

利润表列示信用减值损失2019年6月金额-6,636,783.37元， 上期金额不调整。

资产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详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依据《财会〔2019〕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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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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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19年2月16日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绿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建实业” ）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深圳市海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邻机械” ）51%股权及债

权，深圳市泽旺投资有限公司成为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绿建实业与深圳市泽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公告说明，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海邻机械股权，海邻机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海邻机械于2019年2月

3日完成摘牌。

报告期内，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湾产城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843.99万元取得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 ）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重庆南山国际汽车港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由于合

并前后合并双方均受南山集团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故本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名称 新增方式

践远投资（成都）有限公司 新设

以新投资（成都）有限公司 新设

宁波镇海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新设

大别山毕昇康养(英山)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安徽赤湾东方智慧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江苏宝湾智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2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8日以

直接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午4:20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田俊彦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到董事12名。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摘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30日公司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63。

2．审议通过《关于中开财务有限公司2019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田俊彦、张建国、赵建潮、陈波、李红卫回避表决。

《关于中开财务有限公司2019年6月30日风险评估报告》详见2019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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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8日以直

接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午3:30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陈雷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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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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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韶敏 谢馥菁

办公地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号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号

电话 0754-88887818 0754-88887818

电子信箱 peng.shaomin@nanyangcable.com xie.fujing@nanyangcabl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78,991,374.85 2,736,548,519.72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130,222.67 10,256,811.81 -87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2,110,282.51 -7,541,696.26 -1,12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956,178.01 -222,080,836.87 1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8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1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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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7,845,096.81 9,947,493,422.60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83,870,498.33 8,205,706,026.69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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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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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18.05% 209,061,769 0

明泰汇金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1% 143,726,832 0 质押 142,702,130

前海开源基金－

广发银行-前海

开源华佳源鑫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3% 48,969,072 48,969,072

章征宇 境内自然人 3.96% 45,912,834 0 质押 17,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6% 43,505,230 0

深圳前海珞珈方

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珠海朴真

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5% 42,268,041 42,268,041

新华资管－工商

银行－新华资

产－景星系列专

项产品 （第 2

期）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34,740,500 0

宁波华瀛创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3% 30,412,371 30,412,371

珠海安赐创钰成

长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 28,865,979 28,865,979 质押 18,499,900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2.03% 23,515,376 0 质押 20,225,3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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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方方持有股份数23,515,376股，其中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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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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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南洋电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

13南洋债 112179 2020年05月30日 5,581.27 6.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14.64% 17.43% -2.7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96 3.79 -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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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7,899.14万元，同比减少5.7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913.02万元，同比减少871.49%。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包括：（1）公司网络安全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较

大，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63.73%，但由于加大研发和营销投入致成本增加；（2）因公司年初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期确

认了较大金额的股份支付费用；（3）在电线电缆海外市场，澳洲政府于2019年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洋天津部分电线产品进

行了反倾销制裁，征收18.9%反倾销税和3.1%的反补贴税，影响到澳洲市场的正常销售，公司相应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及

相关经营费用。

（一）电线电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电线电缆业务在销售传统市场的优势地位。 公司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电网” ）及其下属公司的重大采购项目中依然保持良好业绩，公司在南方电网主网和配网的招投标中，中标品类覆

盖了全产品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在电线电缆业务方面，开展了18项研

发项目，涉及新能源电缆、特种电缆、高压电缆、机器人用动力电缆等，均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研发，

部分项目已经开始销售渠道的开发及相关资质认证工作。

（二）网络安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 紧贴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

求，重点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下一代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开展了安全防护、安全检测、安全接

入、数据安全、云安全、移动安全、端点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云服务平台等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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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 “财会

[2019]6号” ），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2019]6号的

要求编制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

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

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鉴于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根据财会〔2019〕6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财务报表

进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 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 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等。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6、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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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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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广州南洋在广东省广州市新设成立了广州南洋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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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上午9:30在本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7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应

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郑汉武、于海波、章先杰、李健、李科辉、杨茵、冯海涛、吴建华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郑汉武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高管及相关部门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9年半年度报告》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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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午14:30在本公司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17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其中，监事李平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马炳怀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

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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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根据财会〔2019〕6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财务报表

进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 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 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等。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6、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

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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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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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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 600079 人福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前伦 吴文静

电话 027-87597232 027-87597232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电子信箱 renfu.pr@renfu.com.cn wuwenjing@ren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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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2,137,320.04 35,423,421,121.97 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75,438,608.71 10,837,257,961.66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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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23,958.45 -353,596,163.38 246.13

营业收入 10,521,897,633.89 8,838,326,164.28 1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510,294.54 501,698,720.89 -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26,677,591.15 254,968,767.17 2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3.34 减少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4 -3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4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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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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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6 396,079,114 67,655,240 质押 321,75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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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4.80 65,000,0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3.15 42,592,3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00 40,595,281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71 36,752,41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2.44 33,000,054 0 无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2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1.56 21,150,792 0 无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1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1.56 21,150,792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未知 1.37 18,478,444 0 无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14,770,02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2号资产管理计划” 与“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

计划1号资产管理计划” 均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管理；

2、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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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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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

16人福债 136390 2016年4月21日 2019年4月22日 100,000 3.83

注：公司已于2019年4月22日完成债券本息兑付及摘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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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4 59.7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5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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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医药行业改革政策密集落地，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司紧跟政策变化，坚持“做医药健康领域细分市

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秉承“创新、整合、国际化”的发展思路，继续巩固和强化在核心业务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1、坚定实施“归核化”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推进非核心资产的清理出售工作，严格控制负债规模，着力提升

经营质量，集中资源发展既定专业细分领域，规划聚焦核心产品线，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与资产结构。

2、核心医药工业保持稳健增长。 宜昌人福坚持麻醉药品多科室推广，报告期内麻醉药品实现销售收入约18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约24%，其中非手术科室实现销售收入近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50%；葛店人福不断加强原料药市场开拓，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毛利率持续上升；新疆维药在疆内市场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疆外市场的开发力度，报告期内实

现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30%，其中疆外市场增幅达40%；各医药工业子公司持续培育重点品种，不断提升企业经

营业绩。

3、研发项目稳步推进。 创新药方面，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注射用磷丙泊酚二钠处于申报生产阶段，重组质粒-肝细

胞生长因子注射液（PUDK）、PARP抑制剂、吗啡-6-葡萄糖苷酸注射液（M6G）、异氟烷注射液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临床

试验；仿制药方面，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他达拉非片等项目处于申报生产阶段，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截至报告期末已有盐酸克林霉素胶囊等5个产品通过评审。 公司将围绕产品线持续推进相关研发项目。

4、国际化业务发展趋势良好。 一方面，公司加快仿制药中美双报、进口注册等工作，不断丰富出口业务产品管线，报告

期内宜昌人福、武汉普克共计向美国出口制剂约1.6亿元，同比增幅超过30%，宜昌人福获得烟酸缓释片ANDA文号、盐酸

安非他酮缓释片国内临床批件并豁免药代动力学试验，Epic� Pharma获得盐酸丁螺环酮片ANDA文号；另一方面，公司积

极调整海外经营业务，Epic� Pharma在挖掘已有产品潜力和加快新产品上市的基础上，依托成熟销售平台与国内医药企业

开展经销合作，同时其他子公司正加速拓展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

5、医药商业经营质量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各医药商业子公司进一步加强账期和库存管理，合理调整业务结构，运营效

率持续提升，北京医疗、人福湖北、人福四川等主要医药商业子公司经营业绩均保持稳定增长。

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7亿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32.93%，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出售非核心资产，上期实现非经常性损益2.47亿元。 2019年1-6月公司核心业

务保持稳定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12%。 此外，公司着

力提升经营质量，2019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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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四、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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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9-084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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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星期

四）上午10: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及《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关于制定《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9-086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9-085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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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上

午10: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已审阅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公司财务制度规

范运作，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面、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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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9-086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9-086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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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二）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 ）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本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

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型。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进行调整。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31

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1日余

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560,847,640.39 560,847,640.39

应收账款 6,779,297,398.87 152,724,585.94 6,932,021,984.81

其他应收款 1,450,059,369.54 -147,254,587.80 1,302,804,781.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74,471,719.00 -1,174,471,719.00

长期股权投资 2,727,525,031.56 1,389.35 2,727,526,420.9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47,258,551.77 947,258,551.77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2,575,678.85 93,699,577.63 476,275,256.48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13,337,578.47 108,493,354.24 95,155,775.77

未分配利润 2,232,583,934.90 136,136,369.04 2,368,720,303.94

少数股东权益 3,434,810,913.50 776,559.74 3,435,587,473.2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31

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1日余

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2,632,604.80 502,632,604.80

其他应收款 5,103,978,166.52 -46,216,592.07 5,057,761,574.4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66,055,619.00 -1,066,055,619.00

长期股权投资 9,037,578,411.78 1,389.24 9,037,579,801.0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08,460,603.35 908,460,603.35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9,327,673.33 88,759,397.30 98,087,070.63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2,620,663.11 -43,873,959.73 -46,494,622.84

未分配利润 214,613,946.88 253,936,948.75 468,550,895.63

（二）执行财会[2019]6号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列

示为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

目。 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财务报表格式以及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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