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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19-052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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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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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金资本 股票代码 0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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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军 梁加庆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

湾二路 2 号总部基地一期 B 栋 5 楼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

湾二路 2 号总部基地一期 B 栋 5 楼 

电话 0756-3612808 0756-3612810 

电子信箱 gaoxiaojun@huajinct.com liangjiaqing@huajinc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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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7,081,248.10 156,379,909.06 2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494,138.94 15,113,002.95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080,760.91 19,254,413.54 -1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0,635,471.09 25,033,117.46 22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8 0.0438 1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8 0.0438 1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2.01%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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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375,915.36 2,581,034,280.63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5,166,766.19 787,922,069.39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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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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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金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9% 49,943,692 49,943,692   

华金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26% 45,692,689 45,692,689   

珠海水务环境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57% 39,883,353 39,883,353 质押 19,900,000 

力合科创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6% 31,571,315 31,571,315   

珠海铧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1% 2,441,700 2,441,700   

珠海市联基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2,219,336 2,219,336   

赖荣跃 境内自然人 0.53% 1,813,712 1,813,712   

冯灼光 境内自然人 0.26% 90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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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4% 829,300 829,300   

周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3% 809,000 80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金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为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两公司与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周卫国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809,000 股公司股份，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份，合计持有 809,00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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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16 力合债 112406 2021 年 06 月 27 日 27,02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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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4% 63.6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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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1.84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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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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下，董事会、

经营层以及全体员工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拼搏实干，全面推进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实业经营等各

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公司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定增长，为实现全年经营目标奠定良好基础。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9,708.12 万元，同比增长26.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9.41万元，同比增长

15.76%  

（1）秉持价值投资理念，扎实推进投资和基金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围绕重点产业布局方向，积极捕捉前沿产业优质投资机会。公司

坚持以研促投策略，持续加强对重点投资领域细分行业的研究，不断提升业务团队的专业投资能力。以基

金管理人身份，通过与合作伙伴组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开展项目投资，巩固和强化公司在投资业务的

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投资与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569.43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比重达38.41%，同

比上涨11.58%。 

（2）实体产业经营态势良好  
 

公司全力支持各控股实业子公司应对外部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挑战，努力加强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

强化内部管理，提振经营业绩。子公司华冠科技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压力，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力度，

大力拓展新市场、新客户，确保核心产品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稳定增长。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320.61万

元，净利润174.47万元；子公司华冠电容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汽车市场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加大力

度开拓销售渠道，尽力减少市场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冲击，同时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成功挂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06.20万元，净利润382.42万元；子公司力合环保多措并举保障

污水处理规模，继续保持污水污泥处理达标排放记录，提标改造工作进展顺利，生产经营保持安全稳定。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258.3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284.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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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2019年1月1日起采用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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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本附注四（九）金融工具。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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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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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设增加2家子公司： 

 

2017年2月，成立子公司珠海华金盛盈四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领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MA4W8KR54E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认缴资本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子公司珠海铧盈投资有

限公司认缴出资19,950万元，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华金领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0万元。截止2019年

6月30日已实缴9,000万元。子公司珠海华金盛盈四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度、2018

年度无实质性业务，于2019年开始投入运营，因此于2019年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2019年1月，成立子公司珠海华金创盈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领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MA52UU9L2W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认缴资本5,800万元，其中本公司子公司珠海铧盈投资有

限公司认缴出资2,800万元，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华金领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珠海华金同

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400万元，珠海华金阿尔法二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认缴出资1,400万元，陈源远认缴出资1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已实缴5,800万元。 

2）本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清算减少1家子公司： 

 

子公司珠海华金方正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于2019年5月注销。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光宁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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