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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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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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顶 600678 *ST金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业 王琼

电话 0833-2602213 0833-2602213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

电子信箱 scjd600678@scjd.cn scjd600678@scj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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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860,907.81 476,502,344.17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6,427,897.58 68,647,420.59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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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0,265.98 -3,127,692.41

营业收入 162,950,223.87 165,375,394.60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930,153.40 16,468,492.87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08,221.06 16,531,293.34 -2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2 45.35 减少26.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9 0.0472 -15.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9 0.0472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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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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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0 71,553,484 0 质押 71,553,484

上海艾顿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8,000,000 0 无 0

上海锦汇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6,449,500 0 无 0

上海卓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6,000,000 0 无 0

宁波丰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5,000,000 0 无 0

张丽华 境内自然人 0.44 1,525,700 0 无 0

周红生 境内自然人 0.31 1,086,900 0 无 0

陈一心 境内自然人 0.30 1,053,500 0 无 0

张记军 境内自然人 0.29 1,024,300 0 无 0

倪荣松 境内自然人 0.29 1,00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上述其余前十名

股东、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朴素至纯

外，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

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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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董事会制订的战略方针，继续强化公司石灰石传统业务的生产经营管理，有效控制安

全生产风险，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报告期内，因周边地区地质灾害以及本地区雨水较多的影响，导致公司石灰石和氧化钙

产销量相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16,295.02万元，同比减少242.52万元，降幅1.47%（其中：氧化钙销

售收入5,856.66万元，同比增加5.14%；石灰石销售收入5,217.28万元，同比下降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393.02万元，同比下降15.41%。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完成生产量 217.44万吨，同比下降26.47%，其中：石灰石生产199.28万吨，同比下降77.85万吨，降

幅28.09%；氧化钙生产18.16万吨，同比减少0.41万吨，降幅2.2%。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完成销售量187.32万吨，同比下降76.09万吨，降幅28.89%，其中，完成石灰石销售169.11万吨，同比

减少78.72万吨，降幅31.76%；完成氧化钙销售18.21万吨，同比减少0.43万吨，降幅2.31%，实现货物吞吐量42.68万吨，同比

增长7.35万吨，增幅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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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9� 年1月1日首次

执行新金融准则，根据新准则的规定，对金融资产进行了重分类，将在原准则项下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项目，重新分

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将原账面价值和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 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调整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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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9家，具体如下：

母公司：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8家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四川金顶快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子公司 51 - 51

四川金顶成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深圳银泰新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乐山市星恒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银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 - 1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原因：

报告期内，为提升公司管理和运行效率，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转让了持有的深圳银讯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讯新能源” ）70%股份。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银讯新能源股权，银讯新能源及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海口银讯新能源有限公司、长沙银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其余情况详见公司财务

附注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斐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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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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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等方

式于2019年8月23日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

长梁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骨料项目扩能扩产投资方案的议案》；

为有效利用公司拥有的石灰石矿山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公司现有的石灰石矿山生产能力，并拓展矿石应用市场。 公司

拟对骨料项目扩能扩产投资方案进行调整，项目用地由约15亩调整为55亩，项目投资金额由2200万元调整为8000万元。 同

时，为优化管理结构，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效率。 在由全资子公司———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承接公司现有石灰石开

采销售、氧化钙生产销售业务的基础上，拟将骨料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由四川金顶变更为顺采矿业。

本项目的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上述投资项目，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全权开展相关工作。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临2019-029号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变

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根据相关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临2019-030号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2019年9月17日下午13时30分在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8号楼（B座）28楼会议

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提案。 详见公司临2019-031号公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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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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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2019年8月23日发

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

书容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2019年半

年报的《书面审核意见》（详见附件）。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

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2019-030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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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年修

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和《关于做好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

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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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管部门的要求，所包含信息能真实、

客观地反映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公司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和制度中的相关保密要求，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计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王书容、安丽丽、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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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骨料扩能扩产项目投资方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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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顺采矿业骨料扩能扩产项目；

● 项目调整方案：投资主体由四川金顶调整为顺采矿业，项目用地由15亩调整为55亩，项目投资金额由2200万元调

整为8000万元。

● 风险提示：该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存在因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需求波动、市场环境变化而导

致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为有效利用公司拥有的石灰石矿山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公司现有的石灰石矿山生产能力， 并拓展石灰石矿石应用市

场。 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骨料扩能扩产项目的议案》，拟

投资建设骨料扩能扩产项目，主要加工生产砂石骨料供应市场。

由于公司以前没有全面介入规模化骨料工厂生产，对骨料工厂投资预算偏低，投资额预估严重不足。 加之国家对环保

方面的重视也对骨料工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前期考察论证，根据市场情况优化产品结构和生产精品骨料需要，同时

为进一步提升骨料生产环保工作，实现环保安全全自动化生产控制，拟增加环保设施、安全设施和智能化装备投资，加大成

品周转仓储量，公司拟调整项目投资方案，项目用地由15亩调整为55亩，项目投资金额由2200万元调整为8000万元。

同时，为优化管理结构，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在由全资子公司———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采

矿业” ）承接公司现有石灰石开采销售、氧化钙生产销售业务的基础上，拟将骨料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由四川金顶变更为

顺采矿业。

一、项目投资概况

（一）为提升生产经营效率，优化管理结构。 拟将骨料扩能扩产项目的投资主体由四川金顶变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顺采矿业；

（二）根据市场情况优化产品结构和生产精品骨料需要，为实现环保安全全自动化生产控制，公司骨料扩能扩产项目

在原有建设方案基础上拟增加环保设施、安全设施和智能化装备投资，项目计划占地调整为55亩，计划投资调整为8000万

元；

（三）本次项目投资方案调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投资方案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本项目的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MA64L1W10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投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峨眉山市乐都镇（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杨学品

注册资本：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3日

营业期限：2017年09月13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石灰石开采、加工及销售；氧化钙产品生产及销售；建筑材料、矿产品销售；机械加工；普通货物运输；电力开

发；科研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及场地、房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文化用品及日用品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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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顺采矿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顺采矿业骨料扩能扩产项目。

2、产品方案：骨料产品为20-31.5mm、10-20mm、5-10mm、0.075-5� mm� 机制砂四个品种,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产

品结构。

3、规划建设规模：500万吨/年。

4、原料来源及方式：从公司自备黄山石灰石矿山由自动化胶带机入厂。

5、建设工期：12个月。

6、项目占地：约为55亩，为公司厂区闲置土地。

7、项目投资：建筑工程、设备工程、材料、安装工程合计投资约 8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自筹。

9、项目效益预估：经初步测算，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营业收入不低于9000万元/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200万元/

年。

四、调整项目投资方案的原因

由于公司以前没有全面介入规模化骨料工厂生产，对骨料工厂投资预算偏低，投资额预估严重不足，加之国家对环保

方面的重视也对骨料工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前期考察论证，根据市场情况优化产品结构和生产精品骨料需要，同时

为进一步提升骨料生产环保工作，实现环保安全全自动化生产控制，拟增加环保设施、安全设施和智能化装备投资，加大成

品周转仓储量，公司拟调整项目投资方案，项目用地由约15亩调整为55亩，项目投资金额由2200万元调整为8000万元。

同时，为优化管理结构，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在由全资子公司顺采矿业承接公司现有石灰石开采销售、氧化钙生

产销售业务的基础上，拟将骨料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由四川金顶变更为顺采矿业。

五、调整项目投资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公司骨料扩能扩产项目投资方案进行调整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管理结构，提升生产经营效率，拟将投资主

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顺采矿业，同时根据市场情况优化产品结构和生产精品骨料需要，对项目占地规模和投资金额进

行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是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做出的审慎决

定，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项目建设期间，投资成本可能会受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要素价格波动、施工进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

项目的收益率。对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强化项目进程中的投资、质量、进度控制，注重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条件及变

化因素进行预测并加以防范，以保证项目按计划完成。

（二）公司在筹划本项目时已对本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到经济环境、政策制度、行业周期、原材料价格

波动、市场需求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项目未来实现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积极关

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跟踪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通过适时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改进营销方式等手段降低

经营风险。

七、授权事项及其他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上述投资项目，并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全权开展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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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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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7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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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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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以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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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进行编制。

按照上述要求,现将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根据相关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

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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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

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调整 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 列示，

同时将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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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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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

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

分析填列。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

会计 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

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 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

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

追溯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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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负债）”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41,00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增加 41,000,000.00�元

（4）本公司的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因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对本年年初余额进

行追溯调整，对本公司应享有或应分担的权益份额的影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的本年年初余额。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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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

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 票据” 和“应收账款” 列

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 ，“应收票据” 本期金额50,988,440.45元，上期金额

69,976,441.53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760,366.82元，

上期金额 626,780.57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

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本期金额

0.00�元， 上期金额 0.00�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 6,

498,144.83元，上期金额 5,918,162.54�元；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

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 6�月 10日起施

行， 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

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

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

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对2019�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 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19年8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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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

同意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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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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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公告编号：

2019-031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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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9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9月17日 13�点 3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8号楼（B座）28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9月17日

至2019年9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骨料扩能扩产项目投资方案的提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2019年8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78 四川金顶 2019/9/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

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3、登记地点及信函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614000）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33）2602213； 传真：（0833）2601128

联系人：杨业、王琼

六、 其他事项

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费、住宿及其他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9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骨料扩能扩产项目投资方案的提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公司代码：

600678

公司简称：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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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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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寒穷 因公出差 胡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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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雅戈尔 6001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新宇 冯隽

电话 0574-87425136 0574-87425136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公司

证券部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公司

证券部

电子信箱 ir@youngor.com ir@young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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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27,443,900.66 75,612,003,575.99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907,572,769.25 28,181,670,497.56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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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104,601.00 1,330,357,160.05 59.59

营业收入 4,582,562,753.32 3,585,550,799.38 2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7,071,693.85 1,488,759,205.08 3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2,871,770.37 1,257,653,216.60 4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6.00 增加0.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0 36.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0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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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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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50 1,529,058,577 0 无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信托·添

盈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33 618,225,972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01 251,131,792 0 未知

李如成 境内自然人 2.52 126,436,328 0 无

深圳市博睿财智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98,000,0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8 59,276,829 0 未知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6 48,290,228 0 未知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其他 0.94 47,190,521 0 无

宁波盛达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39,606,947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64 32,325,69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宁波盛达发展有限公司、李如成系一致行动人；其他

股东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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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1-6月份，雅戈尔完成营业收入458,256.2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707.17万元，分别较上

年同期增长27.81%、36.16%，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其中：

时尚服装板块完成营业收入315,634.9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787.02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11.86%、6.90%。

地产板块完成营业收入142,592.75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30.14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86.70%、110.60%。

投资业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490.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84%。

（一）时尚服装

报告期内，雅戈尔品牌服装完成营业收入276,560.5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879.82万元，分别较

上年同期增长3.79%、10.52%。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分产品

品牌衬衫 83,475.95 22,367.14 73.21% -1.26% -12.80% 3.55%

品牌西服 55,082.96 20,104.23 63.50% -2.26% -11.07% 3.61%

品牌裤子 41,238.02 11,561.72 71.96% 2.73% -6.99% 2.93%

品牌上衣 89,402.92 29,151.05 67.39% 11.27% 1.98% 2.97%

品牌其他 7,360.73 2,785.58 62.16% 45.18% 41.18% 1.08%

分品牌

YOUNGOR 222,170.37 68,167.84 69.32% -1.28% -8.97% 2.59%

Hart�Schaffner�Marx 26,920.96 7,631.78 71.65% 27.95% 8.69% 5.02%

MAYOR 21,767.02 7,744.51 64.42% 49.27% 67.68% -3.91%

HANP 5,702.23 2,425.58 57.46% 114.71% 82.08% 7.62%

分渠道

自营网点 92,593.87 25,709.13 72.23% -1.85% -4.78% 0.85%

购物中心网点 28,706.23 6,789.91 76.35% 42.73% 34.76% 1.40%

商场网点 113,143.11 36,500.00 67.74% 2.96% -4.23% 2.42%

特许网点 6,582.18 1,918.21 70.86% 8.71% 3.57% 1.45%

团购业务 23,299.98 10,864.50 53.37% -19.68% -35.25% 11.22%

线上销售 12,235.23 4,187.95 65.77% 73.54% 69.81% 0.75%

分地区

品牌服装华东 142,660.18 44,140.98 69.06% 5.97% -1.64% 2.40%

品牌服装华南 17,795.06 4,972.96 72.05% 3.74% -10.55% 4.46%

品牌服装华北 27,481.35 9,671.61 64.81% -14.27% -26.98% 6.13%

品牌服装华中 29,348.14 8,379.18 71.45% 12.19% 5.09% 1.93%

品牌服装东北 15,506.19 5,367.11 65.39% 2.25% -7.69% 3.73%

品牌服装西北 11,832.14 3,549.62 70.00% -2.73% -17.12% 5.21%

品牌服装西南 31,937.53 9,888.25 69.04% 9.61% 4.15% 1.62%

合计 276,560.59 85,969.71 68.91% 3.79% -5.78% 3.16%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消费增速明显下降的严峻形势，雅戈尔坚持推进“智慧营销” 、“智能制造” 和“生态科技” 三大战

略，全面推行“线上推广、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线下服务”的融合联动，捕捉新一代消费崛起的变革和机会。

1、创新：重构“人、货、场” ，展现不一样的雅戈尔

全域数字化探索：年初，雅戈尔加入“A100”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在电商运营、主品牌改造、MAYOR品牌孵化、设计师

资源利用、全域消费者融合、数据中台、阿里云等方面，与阿里巴巴加速对接，为实现企业全面化数字转型奠定了基础。

店铺形象升级：6月，雅戈尔第一家工坊店在杭州大悦城启幕，首次利用明星代言+时尚KOL的组合进行主题推广，在

时尚度和曝光度上赢得了中高端购物中心的认可；截至报告期末，工坊店已入驻5家购物中心。

IP联名运营机制：6月，在《狮子王》电影上映预热阶段，雅戈尔与迪斯尼合作推出狮子王联名款周边，增强了新客群对

雅戈尔品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互动；同时探索建立了IP联名全产业链协同机制，提升了公司跨界合作的能力。

品牌推广进阶：报告期内，雅戈尔以年轻消费群体立场为出发点，创新品牌和产品推广形式，陆续推出以《开启你的超

级生活》 为主题的品牌宣传、《感受身心自由， 与胡歌一起选择雅戈尔》 的明星营销合作、《More� 范老爸 有模有

YOUNG》的事件营销等，并全面启动意大利本土时尚资源，利用意大利摄影师拍摄形象大片，不断提高品牌和产品的时尚

度和认知度。

2、匠心：传承四十年的积淀，坚守同样的雅戈尔基因

成本效益凸显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在改造智能制造生产线的基础上，重点强化产线平衡、提升流转速度，打造生产线

软实力，同时加强珲春和瑞丽两大生产基地建设，进一步降低了单位成本。

大店战略扎实推进：报告期内，雅戈尔在贯彻大店战略的前提下，根据核心商圈的转移和消费习惯的变迁，不断调整渠

道结构。 截至报告期末，各类网点合计2,303家，较年初增加45家；营业面积43.18万平方米，较年初增加2.01万平方米。

单位：万平方米

门店类型

2018年末 2019年6月末 2019年1-6月新开 2019年1-6月关闭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自营网点 481 17.79 473 18.35 7 0.68 15 0.25

购物中心 252 5.40 289 6.12 42 0.79 5 0.08

商场网点 1,324 15.84 1,338 16.57 43 0.75 29 0.27

特许网点 201 2.14 203 2.15 2 0.01 - -

合 计 2,258 41.17 2,303 43.18 94 2.23 51 0.62

注：营业面积的增加除新开大店外，还包括商场扩厅等因素。

生态科技积极探索：报告期内，雅戈尔按计划推进了“阳绒棉”新疆试制种和云南亲本繁育工作。 并且，为了保持在汉

麻皮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紧跟全球汉麻产业发展趋势，雅戈尔筹建成立了汉麻产业研究院，持续加强在汉麻产业综合开

发利用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

（二）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雅戈尔置业新开工项目3个（宁波嵩江府、江北区湾头地区JB05-05-24地块、慈溪康旅小镇项目3-B地

块），新开工面积28.30万平方米；期末在建项目14个，在建面积138.79万平方米（合作项目按权益比例折算，以下同）。

单位：平方米；万元

序

号

地

区

项目 经营业态

项目状

态

项目用

地面积

项目规

划计容

建筑面

积

总建筑

面积

在建建

筑面积

已竣工

面积

总投资

额

报告期

实际

投资额

1

宁

波

江上花园(纺织城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234,

204.00

351,

306.00

576,

306.00

280,

674.70

564,

195.01

272,

563.72

2

宁

波

紫玉台花苑二期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33,

671.00

94,

278.80

94,

278.80

94,

278.80

150,

515.47

123,

037.83

3

宁

波

海 晏 府 ( 雅 明 花 苑

E2324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34,

049.00

61,

288.20

80,

123.30

80,

123.30

127,

007.05

101,

481.68

4

苏

州

苏州织金华庭 (相城地

块)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31,

536.00

82,

214.12

100,

445.79

100,

445.79

168,

304.03

148,

613.12

5

宁

波

嵩江府(钟公庙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新 开 工

项目

34,

340.00

68,

680.00

102,

500.00

102,

500.00

200,

000.00

150,

358.65

6

宁

波

江 北 区 湾 头 地 区

JB05-05-24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新 开 工

项目

27,

400.00

67,

589.00

93,

588.70

93,

588.70

176,

983.99

115,

482.80

7

宁

波

大悦雅园(中基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64,

987.00

108,

438.55

149,

498.55

149,

498.55

90,

092.16

89,

609.49

8

宁

波

都市南山 住宅、商业、车位

竣 工 项

目

38,

555.00

69,

399.00

93,

388.71

93,

388.71

62,

241.44

58,

309.92

9

苏

州

太阳城四期 住宅、商业、车位

竣 工 项

目

96,

800.00

200,

550.48

257,

650.18

257,

650.18

140,

063.03

111,

494.22

10

宁

波

老鹰山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储 备 项

目

109,

571.00

98,

564.90

127,

262.70

71,

000.00

14,

703.84

11

云

南

汉麻厂地块 住宅、商业、车位

储 备 项

目

215,

558.13

517,

339.00

517,

339.00

160,

000.00

20,

000.00

12

兰

州

雅戈尔时代之星 住宅、商业、车位

储 备 项

目

37,

051.20

155,

951.85

199,

942.00

151,

661.20

47,

538.20

13

天

津

天塔喜马拉雅 (亿豪大

厦)(51%)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4,651.35

48,

404.66

48,

404.66

48,

404.66

77,

394.00

58,

024.75

14

舟

山

海港城(50%)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89,

459.65

148,

609.14

223,

649.13

223,

649.13

288,

873.75

116,

682.86

15

温

州

温州翡翠天地（16%）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55,

896.00

220,

179.95

321,

269.00

321,

269.00

654,

448.00

16

宁

波

印东方 (北仑档案馆项

目)(33.33%)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45,

108.00

88,

577.00

109,

568.00

109,

568.00

188,

426.37

156,

052.32

17

宁

波

九唐（茶亭地块）(35%) 住宅、商业

在 建 项

目

521,

021.90

273,

502.86

273,

502.86

182,

924.27

166,

995.00

112,

592.15

18

宁

波

九里江湾(新长岛花园)

(50%)

住宅、商业、车位

在 建 项

目

77,

791.00

155,

582.00

222,

678.52

222,

678.52

292,

462.04

248,

675.07

19

宁

波

慈溪康旅小镇项目3号

地块(50%)

住宅、商业、车位

新 开 工

项目

128,

512.00

154,

214.40

215,

537.40

173,

910.60

129,

006.59

50,

571.14

20

宁

波

都市阳光(50%) 住宅、商业、车位

竣 工 项

目

94,

422.00

220,

333.31

220,

333.31

220,

333.31

145,

416.67

138,

216.26

21

宁

波

水岸枫情二期(30%) 住宅、商业、车位

竣 工 项

目

93,

577.00

229,

320.60

229,

320.60

229,

320.60

228,

691.23

218,

594.90

22

宁

波

新外滩一号(50%) 住宅、商业、车位

竣 工 项

目

59,

088.00

193,

154.89

193,

154.89

193,

154.89

185,

028.82

177,

571.46

23

宁

波

慈长河康旅小镇项目1

号地块（50%）

住宅、商业、车位

储 备 项

目

127,

327.00

167,

900.00

167,

900.00

200,

000.00

12,

415.00

24

宁

波

慈长河康旅小镇项目2

号地块（50%）

住宅、商业、车位

储 备 项

目

139,

893.00

164,

800.00

164,

800.00

12,

745.00

注：1、“总投资额”是指计划总投资额；2、“报告期实际投资额”是指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资额；3、慈溪康旅小

镇项目3号地块包括3-A、3-B地块，2019年上半年开工的系3-B地块。

2019年上半年，雅戈尔新增可售面积23.25万平方米，累计完成预售面积23.36万平方米（订单口径），较上年同期增长

17.32%，实现预售金额662,059.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75%。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

序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 已预售面积

1 宁波 东海府别墅 住宅 96,230.26 95,594.90

2 宁波 东海府高层 住宅 160,283.16 152,513.33

3 宁波 紫玉花园 住宅 76,065.67 75,459.24

4 宁波 新东城 住宅 93,256.47 91,300.15

5 宁波 都市南山 住宅 74,133.83 71,918.29

6 宁波 明洲 住宅 164,082.77 159,595.08

7 宁波 雅明花苑 住宅 103,616.08 99,938.27

8 宁波 紫玉台花苑二期 住宅 96,324.71 87,603.23

9 宁波 海晏府 住宅、商业用房 61,406.75 57,317.73

10 宁波 大悦雅园 住宅 117,089.65 107,614.91

11 宁波 江上花园 住宅、商业用房 388,096.29 151,901.50

12 宁波 其他余房 住宅 1,637.56 25.33

13 苏州 未来城一至五期 住宅、商业用房 541,923.44 538,632.67

14 苏州 太阳城一至四期 住宅、商业用房 915,139.50 906,560.04

15 苏州 太阳城超高层 住宅、商业用房 93,358.21 93,346.21

16 苏州 苏州紫玉花园 住宅、商业用房 99,476.70 98,168.00

17 苏州 相城织金华庭 住宅、商业用房 69,214.12 48,726.64

18 上海 长风8号 住宅 171,318.84 160,062.32

19 宁波 九里江湾(50%） 住宅、商业用房 169,397.62 146,233.33

20 宁波 都市阳光(50%) 住宅 169,366.96 169,248.34

21 宁波 九唐华府(35%) 住宅 41,060.93 34,142.11

22 宁波 东方一品(40%) 住宅、商业用房 67,321.52 67,321.52

23 宁波 新外滩一号(50%) 住宅、商业用房 80,306.64 79,985.15

24 宁波 水岸枫情二期(30%) 住宅、商业用房 68,138.81 67,593.85

25 舟山 海港城(50%) 住宅、商业用房 159,146.35 55,454.67

26 天津 天塔喜马拉雅(51%) 住宅、商业用房 48,404.66 5,293.88

截至2019年6月末，雅戈尔土地储备共5个，土地面积48.10万平方米，拟开发计容建筑面积90.46万平方米。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持有待开发土地

区域 项目 面积

规划计容建筑面

积

是/否涉及合作

开发项目

合作开发项目的

权益占比

1 宁波 老鹰山地块 10.96 12.73 否

2 宁波 慈长河康旅小镇项目1号地块 12.73 16.79 是 50%

3 宁波 慈长河康旅小镇项目2号地块 13.99 16.48 是 50%

4 云南 汉麻厂地块 21.56 51.73 否

5 兰州

GQ1811-1 1.75 8.76 是 60%

GQ1811-2 1.95 6.84 是 60%

（三）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雅戈尔投资业务实现投资收益167,484.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536.75万元；其中：

(1)以权益法核算宁波银行、浙商财险等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产生投资收益105,128.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752.23

万元；

(2)持有金融资产获得分红及购买理财产品等获得收益62,337.2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76.47万元；

(3)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获得收益18.1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012.51万元，主要由于公司自2019年

1月1日起实施新会计准则，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的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其价值波动和处置均不影响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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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

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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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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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减少

2,970,855,990.51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970,855,990.51

（2）将原列报于“其他流动资产” 理财产品重分类到“交易性金融资

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464,580,543.86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464,580,543.86

（2）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0,448,547,081.7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20,446,435,511.90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2,111,569.81

（3）将以前年度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对未分配利润的影响，重分类到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增加3,201,884,546.26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3,201,884,546.26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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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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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为“应收票

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

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

据” 本期金额3,390,551.15元，上期金额32,780,378.64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302,149,855.66元，上期金额346,731,870.64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

票据” 本期金额120,741,919.68元，上期金额75,018,936.49元；“应付

账款” 本期金额857,962,081.44元，上期金额980,343,529.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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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码：

600177

公司简称：雅戈尔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