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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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毅达  600610 中毅达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毅达B  900906 中毅达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学军    

电话 18918578526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海伦路440号金

融街海伦中心A座905单元  

  

电子信箱 xiao_xj0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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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7,101.04 26,008,562.43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1,161,022.06 -462,701,572.23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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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0 -7,589,485.36 100.00 

营业收入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459,449.83 -18,844,272.38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80,534.15 -18,236,694.63 65.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72 -0.0176 -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72 -0.0176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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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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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

达兴融 4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4.27 260,000,000 260,000,000 无   

西藏一乙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9.53 102,070,605 48,503,145 质押 102,070,600 

倪赣 境内

自然

人 

1.73 18,500,000 18,500,000 无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产有

限公司 

未知 0.96 10,296,000 0 无   

俞仲庆 境内

自然

人 

0.66 7,101,650 0 无   

钱光海 境内

自然

人 

0.61 6,567,900 0 无   

大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0.57 6,097,490 6,097,490 冻结 6,097,490 



有法

人 

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

司 

国有

法人 

0.48 5,148,000 0 无   

俞雷 境内

自然

人 

0.47 5,106,114 0 无   

黄菊妹 境内

自然

人 

0.46 5,01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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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达兴融 4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信达证券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代为行使

股东权利 

变更日期 2019.01.03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http://www.sse.com.cn   201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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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公司总部及子公司陆续出现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员工工资、员工辞

职潮爆发等情况，公司子公司先后出现失控、主营业务逐步处于停滞状态。 

2018年 12月 27日，上海一中院裁定解除对大申集团持有公司 2.6亿股限售股股票的冻结，

将标的股份作价 5.05 亿元交付信达证券所管理的资管计划用于抵偿相应金额的债务。2019 年 1



月 3 日完成标的股份解除冻结并过户，信达证券所管理的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6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4.27%，信达证券作为管理人代表该资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2019年 3月 14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选聘了新的

董事、监事、总经理，2019年 3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聘任了新的财务总监。 

新任管理层上任时，公司前任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具体工作人员已全部失联，

没有办理正常交接，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会计资料下落不明。公司新任董事会于 2019 年

3月 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要求返还公司印章证照、财务会计资料

以及各类公司财产的议案》，要求公司营业执照、公章以及公司会计凭证、财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

料的持有人在 2019 年 3 月 17 日前返还公司印章证照、财务会计资料。由于公司未收到任何资料

或任何人的联系，为追回公司财务会计资料，于 2019 年 3月 21日以相关人员涉嫌隐匿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向公安机关报案。 

为尽快消除公司公章、营业执照遗失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声明作废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等印鉴，并申请补发公司

营业执照、新刻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等印鉴。 

通过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多方努力，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2 日取得公司原公章、财务章、合

同专用章等印鉴、公司营业执照原件以及部分财务会计资料。 

2019 年 5 月 29 日，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以及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公司

章程》的变更备案，收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公司营业执照，2019 年 5 月 31 日取得新

刻制的公司公章。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完成中毅达 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9 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并公告。

2019年 7月 25日，中毅达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议案》、《关于将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公司固定资产盘亏损失、对公司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

议案》。 

虽经多方努力，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仍然存在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形，公司尚未恢复融

资功能。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对全部子公司失去控制权，苗木销售、园林及市政工程等主营业务全

部处于停滞状态，全部子公司均未纳入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合并报表范围，2019 年上半年公司营

业收入为 0。 

针对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诉讼案件相关方沟通寻求解决方案，采取诉讼、



和解、债务重组等多种措施争取尽快了结诉讼案件、化解公司债务危机；积极与潜在重组方进行

沟通洽谈、遴选优质资产，努力盘活存量资产、处置盈利能力差的低效资产，争取尽快改善公司

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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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初原值 350,647,942.46 元，计提减值准备期初金额

350,647,942.46元，期初余额 0元。按照最新的会计准则，将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到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初原值 350,647,942.46 元，期初计提减值准备

350,647,942.46元，期初余额 0元，调整金额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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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