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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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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劝业 6008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虹 刘蕊

电话 022-27304989 022-27304989

传真 022-27304989 022-27304989

电子信箱 tjqy600821@163.com tjqy600821@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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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464,066.53 1,919,971,269.55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02,157,342.79 598,593,124.3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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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8,385.59 13,402,941.33 -175.87

营业收入 309,139,660.66 363,564,722.51 -1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64,218.44 5,719,561.44 -3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83,316.63 4,375,596.95 -4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9 0.97 减少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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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0 54,540,456 质押 30,000,000

天津中商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41 35,009,088 质押 35,000,000

天津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6 6,920,000 无

黄健慧 其他 0.86 3,598,769 无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2 2,560,463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4 2,241,000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7 1,976,400 无

广州光亚展览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 0.47 1,962,200 无

潘文波 其他 0.42 1,761,80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600,02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与“天津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属于一致行

动人。 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全年工作要点，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转型，以精细化管理促提质增效，

以防范风险促稳中求进。 着力解决机制与市场不适应和效率低的问题；着力探索商业模式、盈利模式转

型与业态调整，解决西南角店亏损问题，提高主营创效能力；着力盘活低效资产和活化股权投资，降低资

产负债率，提高资产的流动与创效能力；着力完善内控机制和加强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和财务成

本，增强集团管控能力；着力推进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突破融资瓶颈，提高集团资本运作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亿元，净利润356.42万元。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推动企业发展，改革破题，财务松绑，经营增效，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使公司迈

上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平台。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9,139,660.66 363,564,722.51 -14.97

营业成本 260,824,085.48 315,238,474.06 -17.26

销售费用 4,684,037.03 4,277,804.69 9.50

管理费用 52,213,993.23 57,638,007.99 -9.41

财务费用 12,849,501.90 19,370,484.34 -3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8,385.59 13,402,941.33 -175.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48,429.10 -858,955.91 -2,327.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00,474.63 -159,685,569.28 126.0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本期营业收入3.09亿元，同比减少14.97%，受市场消费乏力等因素影

响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本期营业成本2.61亿元，同比减少17.26%，由于商品销售收入减少导

致对应的成本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本期销售费用468.4万元，同比增加了9.50%,主要是本期支出的职工

工资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本期管理费用5213.99万元，同比减少了9.41%，主要是本期的水电费减少

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为1284.9万元，同比减少33.66%，主要是贷款利率下调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在建工程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不适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不适用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计划进展情况详见上述“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部

分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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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销售 294,694,144.35 260,166,290.10 11.72 -15.20 -17.29

增加2.24个百

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天津市 294,694,144.35 -15.20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津劝业的特有文化是津劝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近百年的经营史，仅存的法式建筑，晚清权贵资本

与商业资本的混合经济构成了劝业场独有的企业品格，彰显了劝业场全国不多有的经营魅力。 天津商业

唯一的上市公司资质，赋予了劝业场融资发展的广阔舞台。 天津市国资委、劝华集团对劝业场的鼎力支

持是劝业场发展的强大后盾，适逢天津“五大机遇” 叠加期，天津商业深度调整期，凭借中央电视台大型

纪录片《五大道》劝业场镜头高频热播，其引领天津近代商业文明兴起的历史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反响。 公司自身“中华老字号” 、“金鼎百货店”等殊荣，使劝业场犹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内因外力都主

推劝业场即将赶上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四)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股权投资事项。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子公司情况表

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主营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天津开发区

华贸实业公

司

商业零售批发

百货批发兼

零售

500,000.00 155,340.84 -3,170,064.69 0.00

天津劝业场

股份有限公

司家用电器

商场批发中

心

商业零售批发

五金交电化

工；百货、家

具、货物运

输、家电维

修、空调安装

400,000.00 1,176,979.39 -869,069.13 0.00

天津市劝业

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

商业零售批发

五金、家电批

发兼零售

800,000.00 1,720,248.67 -407,762.05 0.00

天津劝业场

股份有限公

司商务公司

商业零售批发

会议服务、信

息咨询、商务

代理

300,000.00 1,145,421.63 -139,488.48 0.00

天津劝业场

集团南开百

货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批发

针纺织品、服

装、日用杂

品、百货、鞋

帽、化妆品等

销售；日用品

维修等

30,000,

000.00

155,685,

861.95

-42,151,033.13

-6,286,

493.76

天津文化用

品公司

商业零售批发 文化用品

6,500,

000.00

149,627,

890.33

-78,396,463.20 -94,071.40

参股公司分析：

① 津劝业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② 天津劝业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劝业家乐福” ）是本公司与荷兰家乐福（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乐福” ）共同出资成立。 注册资本为一千万美元。 本公司持有其35%股权，家乐

福持有65%股权。 主要经营：食品、生活用品及相关商品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代销和寄售等产品。

③ 本报告期，劝业家乐福总资产26258.13万元，净资产11218.63万元，营业收入26634.27万元，净利

润570.54万元。

④ ②天津华运商贸物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⑤ 天津市华运商贸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公司” ）是本公司持有其35%股权的参股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主营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出租；投资管理及咨询；普通货运；物业服务。

⑥ 天津市华运商贸物业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项目为“劝业红星国际广场” ，该项目作为天津市首批

20项重点服务业项目之一，是超大型城市综合体。 华运公司自持的可供出售的居住型公寓是19.43万平

方米，商业地产14万平方米，百货MALL26.8万平方米及六星级酒店3600平方米，预计2015年年底建成

开业。

⑦ 本报告期，华运公司总资产571633.74万元，净资产159863.87万元，营业收入12130.56万元，净

利润1787.88万元。

⑧ 由于劝业红星国际广场项目建成后的未来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未来整体业绩和

利润水平带来一定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⑨ ③天津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博览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⑩ 天津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博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博览公司” ）是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

而从原华运公司分立出来的，公司股东仍为红星美凯龙与本公司，其中红星美凯龙出资20428.571429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65%,本公司出资1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 是本公司持有其35%股权的参股公

司。 主要经营：市场经营与管理服务；家居、建筑材料、家用电器、装饰装修材料（五金件、板材）、灯具、金

属材料、通用机械、五金交电等。

本报告期，家居博览公司总资产182773.40万元，净资产43830.78万元，营业收入7124.14万元，净利

润5618.42万元。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该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理性投资，避

免盲目炒作。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方案执行。

(二)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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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董事长：刘明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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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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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达股份 6009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志涛 孙彬

电话 0546-8304191 0546-8304191

传真 0546-8305828 0546-8305828

电子信箱 jiangzhitao@dkc.cn sunbin881226@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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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9,412,097.00 4,641,347,606.66 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77,787,293.74 763,342,958.9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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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76,501.78 -50,177,061.27 266.16

营业收入 476,990,948.42 362,694,042.21 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444,334.75 12,320,828.08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6,378.64 21,832,795.84 -9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7 1.65 增加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37 1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37 16.2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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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7 100,144,42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2.23 7,488,499 未知

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 6,800,000 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6 4,215,343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竞争

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5 4,180,413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行业

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7 3,600,000 未知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交易所）

未知 1.04 3,488,8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5 2,839,541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主题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78 2,599,907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2,424,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

动人关系。 截至目前，公司未曾获得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整体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6,990,948.4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14,444,334.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24%。 营业收入、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科英置业府

左华苑高层住宅房地产项目集中交房确认收入及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在做好原有主业，提高原有主

业盈利能力的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推进资产收购工作，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资产收购行为已

完成标的资产过户工作，股份登记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披露的相

关公告）。

2、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

（1）基础设施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基础设施施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44,452,106.6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57%，实现

营业利润27,053,411.4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0.49%，减少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施工任务减少。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将是国家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 报告期内，公司在

建高速公路项目主要有江西省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项目冈上至宁都段土建工程D4标段,�济南至东营高

速公路路桥工程第八合同段,�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二连浩特至广州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络

线乌兰浩特至扎兰屯段高速公路（呼伦贝尔市境内）土建工程XZTJ-5标段，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及果洛藏族自治州沟里乡至花石峡段公路工程F合同段，丹东至锡林浩特国家高速公路经棚至锡林

浩特段（赤峰市境内）公路土建工程第CFTJ-5标段；新中标项目主要有东营市开发区南一路道路改造

工程，东营黄河大桥改造提升工程，东营市河口区蓝埕路道路工程，东营市开发区热电联供二标段，广饶

县南环潍高路改线工程。

公司基础设施施工业务主要包括公路、桥梁、水利、市政工程施工，交通标志、标线、防护工程施工。

报告期内，公司路桥公司抓住“控风险、强管理、提效率、拓市场、谋发展” 的主题思路，继续规范管理制

度，加大风险管控，加强市场开拓，完善项目投标、成本管理、项目管理及资金回收等各方面管理体系，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

（2）房地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7,858,994.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30.69%，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科英置业府左华苑高层住宅房地产项目集中交房确认收入， 去年同期无集中交

房确认收入的房地产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关注到房地产市场出现的转好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加大销售力度，促进公司房地产

业务平稳发展。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为青岛市黄岛区 （原胶南

市），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6月30日，青岛置业的总资产164,620.13万元，净资产-2,887.39万

元。 青岛置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公司在青岛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因其开发的"科达·天意华苑

"项目报告期内尚未达到交房条件，故该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未有营业收入确认，本报告期内青岛置业实

现净利润-955.29万元。

青岛"科达·天意华苑"项目占地共计253亩，计划开发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分二期开发，目前为第

一期开发。本期开发土地面积156亩，总建筑面积28.13万平方米，其中包括高层住宅9栋，共计1197套，建

筑面积20.32万平方米；低层住宅32栋，共计128套，建筑面积7.14万平方米；另外,配套工程建筑面积0.67

万平方米。 截止2015年6月30日，该项目完工建筑面积23.91万平方米，完工比例85.00%，其中，高层进

度：外立面保温完成，真石漆正在施工；门窗安装全部完成；入户门完成；室内腻子第一遍完成；地暖施工

完成；室内水暖安装完成，电线电缆及开关插座正在施工中；电梯安装每单元完成一部，正在调试；公共

部位精装修正在备料，准备施工；楼内消防管线施工完成；弱电智能化正在施工。 底层住宅区进度：外立

面保温、石材、面砖全部完成；室内地暖全部完成；真石漆完成80%；成品檐沟完成50%；门窗除3-6#，

20-23#外其余全部完成；户外院墙施工完成80%；南侧院墙毛石基础全部完成；雨污水管线南排施工完

成。

2013年11月2日，青岛"科达·天意华苑"项目首次开盘，推出高层共877套，截止2015年6月30日，"科

达·天意华苑"项目完成高层签约497套，签约率56.7%，已售面积6.90万平方米，已售面积占全部可售面

积比例为46.90%；截止2015年7月31日，完成高层签约544套，签约率62%，已售面积7.36万平方米,已售

面积占全部可售面积比例为50.03%。

截止2015年6月30日，青岛置业完成低层住宅签约2套，签约率1.56%，已售面积为0.20万平方米，已

售面积占全部可售面积比例为5.73%； 截止2015年7月31日， 青岛置业完成低层住宅签约5套， 签约率

3.90%，低层住宅已售面积0.28万平方米。

（2）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

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本6600万元，注册地为东营市东城经济开发区，

公司现持有其54.55%的股权。 科英置业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 2015年6月30日，科英置业的总资

产91,747.85万元，净资产10,224.68万元。 报告期内，科英置业实现营业收入21,666.48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21,663.57万元；实现净利润2,100.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63.96万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其

开发的府左华苑高层住宅房地产项目本期集中交房确认收入。

科英置业现共拥有土地189亩，其中北院为88亩，南院为101亩。 科英置业现开发的东营"科达·府左

华苑"位于科英置业北院，总建筑面积14.18万平方米，其中包括高层住宅6栋，共计636套，建筑面积9.77

万平方米（含附属用房）；低层住宅20栋，共计84套，建筑面积4.41万平方米（含附属用房）。东营“科达·

财富中心”位于科英置业南院，总建筑面积27.8255�万平方米，包括地上建筑面积215,974.45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62,280.55平方米，其中,�公司自用办公面积39,960.00平方米,�商务办公面积为91,126.56

平方米,星级酒店面积为39,103.69平方米,高层住宅面积45,784.20平方米；目前正在开发建设的为财

富中心C座，地上建筑面积41,216平方米。 截止2015年6月30日，府左华苑高层部分已全部竣工验收，建

筑面积9.77万平方米%；低层住宅已全部竣工，正在办理竣工验收；财富中心C座主体已封顶。

截止2015年6月30日，“科达·府左华苑” 项目高层推出636套，已完成签约368套，签约率57.86%，已

售面积4.72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占完工面积比例为48.31%；截止2015年7月31日，共签约390套，签约率

61.32%，已售面积5.03万平方米。

（3）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为滨州市高新区，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6月30日，滨州置业的总资产18,216.01万元，净资产-292.27万元。 滨州置业为房

地产开发企业，承担公司在滨州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因其开发的“科达·璟致湾城” 项目报告期内处

于开发建设期，故该项目本报告期内未有营业收入确认，本报告期内滨州置业实现净利润-239.82万元。

滨州"科达·璟致湾城"�项目占地共计约715.45亩，计划开发建筑面积86.27万平方米，分四期开发。

一期开发土地面积196.60亩，总建筑面积12.52万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9栋，共计356套，建筑面积5.81万

平方米；多层住宅12栋，共计280套，建筑面积4.58万平方米；低层住宅13栋，共计58套，建筑面积2.09万

平方米；会所建筑面积0.46万平方米。 目前开发建设的为第1.1、1.2期，1.1期开发土地面积38.6亩，总建筑

面积3.52万平方米，其中多层住宅7栋，共计160套，建筑面积2.63万平方米；低层住宅3栋，共计12套，建

筑面积0.43万平方米；会所建筑面积0.46万平方米。 截止2015年6月30日，该项目完工建筑面积2.39万平

方米，完工比例为73%。 1.2期开发土地面积44.9亩，总建筑面积3.36万平方米，其中多层住宅3栋，共计80

套，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低层住宅6栋，共计26套，建筑面积0.94万平方米；高层住宅2栋，共计88套，建

筑面积1.12万平方米。 截止2015年6月30日，多层1#楼主体封底；小高层30#9层砼完成、31#楼10层砼完

成；低层住宅15#、22#、23#主体封顶，16#、17#、18#、19#三层砌体。

2013年12月31日"科达·璟致湾城"�项目首次开盘，截止2015年6月30日，多层住宅完成销售105套，

签约率65.09%；低层住宅完成销售 7套，签约率14.29%；截止2015年7月31日，多层住宅完成销售106

套，签约率65.71%；低层住宅完成销售 7套，签约率14.29%。

（4）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注册资本32000万元，注册地为东营市东城府

前街169号，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为公司的合营公司。 2015年6月30日，大桥公司总资产58,120.92万

元，净资产36,805.36万元。东营黄河公路大桥于2005年通车，报告期内，通行费收入趋于稳定，实现营业

收入7,174.3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90%；实现净利润4,113.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25%。 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 2015年对桥梁及接线全部路面实施资本性改造，降低了报告期内养护及修理费用支出，同

时，让渡使用权资产摊销由车流量法变更为平均年限法，在剩余使用期限内更加合理的摊销成本。

（5）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科英置业持有其60%的股权，公司间

接拥有32.73%的权益，为公司间接控制的孙公司。 2015年6月30日，科达半导体的总资产3,086.21万元，

净资产-1,290.69万元。 科达半导体的主营业务为设计、生产、销售半导体元器件。 截止到2015年6月30

日，科达半导体实现营业收入340.0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5.12万元，实现净利润-32.37万元。

董事长：刘锋杰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科 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

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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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城水务 6013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雪菁 黄红

电话 0771-4851348 0771-4851348

传真 0771-4852458 0771-4852458

电子信箱 crystal@gxlcwater.com crystal@gxlcwate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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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118,905 5,885,118,039 2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485,229,946 1,514,557,538 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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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27,543 235,008,988 16.77

营业收入 534,372,988 443,529,697 2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2,829,362 108,697,383 3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473,969 74,681,594 7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05 7.93 增加1.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26 0.1846 31.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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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数量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02

426,908,

173

426,908,

173

无 0

温州信德丰益资本运

营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9 72,774,381 72,774,381 无 0

无锡红福国际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 43,416,534 43,416,534 无 0

凯雷复星（上海）股权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4 28,281,338 28,281,338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其他 2 14,700,000 14,700,000 无 0

上海复星高新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 1,490,000 1,490,000 无 0

北京红石国际资本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7 1,240,472 1,240,472 无 0

薛建新 境内自然人 0.06 405,000 0 未知 0

王燕 境内自然人 0.05 367,083 0 未知 0

韩笠皇 境内自然人 0.04 30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建宁集团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直行

动人。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

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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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南宁市经济及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良好机遇，围

绕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加快实现企业上市目标，强化生产经营管理，全力推进

供水、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取得良好的成效。 主要是：一、加强供水营销工

作，积极发展城市新建区域和竞争地段的新用户，进一步增加售水量；二、加快

供水、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供水和污水处理能力稳步提升；三、夯实企业内

部管理基础，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强化考核管理，推进水务信息化建设，进一步

提高运营服务水平；四、根据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使用的有关办法，及时完成

污水处理费结算方式的调整，保证污水处理业务的稳定持续发展；五、密切关

注资本市场动态，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进一步拓

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售水量17,064万立方米（不含南湖补水），同比增长

11.59%；完成污水处理量14,140万立方米，同比增长22.73%；实现营业收入

53,437万元，同比增长20.� 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283万元，

同比增长31.40%； 资产总额达到754,012万元， 较年初增长28.12%； 净资产

248,523万元，较年初增长64.09� %。

1、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34,372,988 443,529,697 20.48

营业成本 259,563,226 234,234,243 10.81

销售费用 11,678,815 11,212,313 4.16

管理费用 35,836,491 32,387,524 10.65

财务费用 72,771,340 75,299,775 -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427,543 235,008,988 16.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068,684 -183,139,146 -54.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4,039,335 -85,860,643 1,770.1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8%。 主要原因是供水业务及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0.81%，

主要原因是随着供水和污水处理业务量的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加4.16%，主

要原因是职工薪酬及福利的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加10.65%，

主要原因是职工薪酬及福利、税金、中介机构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财务费用同比减少3.36%，主要原

因是 1-6月公司外币借款发生汇兑收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6.77%，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增加导致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54.02%，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购建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5年1-6月，公司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770.19%，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所

致。

（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无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①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50号)核准，公司2015年6月12日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47,000,000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0,

826,242.19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A股募集资金尚未投入使用。 详见

“（四）投资状况分析”之“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2014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485号）和（中市协注[2014]MTN448号），同

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短期融资券5亿元，中期

票据4.5亿元。 2015年1月30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15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2.5

亿元和中期票据4.5亿元， 期限分别为1年和3年， 发行利率分别为5.25%和

5.58%。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目前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均按年度经营计划进行， 无重大经营计划变

动情况。

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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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 266,389,633 143,319,274 46.20 15.53 6.55

增加4.53个百

分点

污水处理 255,311,657 107,030,652 58.08 27.86 19.81

增加2.82个百

分点

工程施工 10,951,785 9,107,255 16.84 -7.45 -8.17

增加0.66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供水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4.5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供水

业务收入增长；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2.8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0.66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业务成本下降。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大陆 532,653,075 20.48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无

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公司继续拥有南宁市中心城区的

供水特许经营权、南宁市中心城区及下辖五县的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保持在

南宁市水务市场的经营优势和竞争地位。

4、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对外股权投资主要为对生源供水和南宁水建的投资， 详见第四节董

事会报告之（四）投资状况分析之“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

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

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

向

2015年 首次发行 870,826,242.19 0 0 870,826,242.19 专户存储

合计 870,826,242.19 0 0 870,826,242.19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西绿城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950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7,0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43元，共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45,21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后， 实际到位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879,374,803.09元，

于2015年6月5日汇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另扣

减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共

计人民币8,548,560.90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870,826,242.19元。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未来将按原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注：2015年7月17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32,824.8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广西

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公告》（临2015-010）。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 诺 项

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 集 资

金 本 报

告 期 投

入金额

募 集 资

金 累 计

实 际 投

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项目

进度

预 计

收益

产 生

收 益

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南 宁 市

河 南 水

厂 改 造

扩 建 一

期工程

否 37,052.81 0 0 是 在建

南 宁 市

五 象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期

工程

否 18,011.40 0 0 是 在建

五 象 新

区 玉 洞

大 道 供

水 管 道

一 期 工

程

否 5,036.63 0 0 是 在建

偿 还 银

行借款

否 27,000.00 0 0 是

合计 87,100.84 0 0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

明

无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2015年6月30

日

总资产

2015年6月

30日

净资产

2015年1-6月净

利润

直接 间接

南宁市水建工

程有限公司

南宁市 南宁市 建筑业 100% 142,775,076 68,693,384 2,531,326

南宁市生源供

水有限公司

南宁市 南宁市 制造业 100% 38,982,361 36,098,657 58,182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南宁市供水管道工程(北湖北

路工业集中区主干道路、长

福路等80条)

30,592.82 14.59% 1,775.48 4,463.47 /

绿城水务调度检测中心 18,678 4.35% 171.13 813.17 /

江北片高新片区污水管网工

程

18,224 58.02% 663.86 10,573.55 /

三塘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

管网一期工程

12,990 133.67% 761.79 17,234.29 /

南宁市五象新区污水管网一

期工程

49,525.88 70.75% 4,082.64 35,038.74 /

合计 130,010.70 / 7454.90 68,123.21 /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经公司2015年5月10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4年期末股本588,810,8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3元，不实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 2015年5月29日该

现金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毕，共计派发现金4298.32万元。

（三）其他披露事项

1、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

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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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黄东海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136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

临2015-014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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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2015年8月24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进行。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现场出席董事8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1人（胡煜鐄先生因在外地，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东海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1368� � � � � � � � �证券简称：绿城水务 公告编号：临2015-015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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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15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8月25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蒋俊海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

司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情况；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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