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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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港 600848 自仪股份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临港B股 900928 自仪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雯 谢忠铭 

电话 021-64855827 021-6485582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668号B座18楼 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668号B座18楼 

电子信箱 ir@shlingang.com ir@shlin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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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9,851,850,298.20 28,313,358,302.15 15,514,520,442.69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322,483,803.64 9,948,109,426.58 6,809,523,713.28 -16.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20,864,351.97 -1,329,839,885.29 -1,353,680,462.48   

营业收入 2,658,507,453.13 2,693,603,743.12 640,503,560.96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66,270,339.89 714,779,442.18 156,125,183.02 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1,242,100.09 129,187,751.45 129,187,751.45 -13.8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42 6.93 2.40 

增加0.4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099 0.3824 0.14 7.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099 0.3824 0.1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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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8 

 其中，A 股 34,547 户；B股 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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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39.38 749,489,779 749,489,779 无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0 403,473,115   无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1 118,137,384 118,137,384 无 

  

上海松江新桥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6 54,359,527   无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经济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 50,000,000 50,000,000 无 

  

上海九亭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3 25,379,778   无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1.33 25,359,357   无   



天健置业（上海）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23,062,426 23,062,426 无 
  

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7 16,509,072   无 

  

东久（上海）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15,000,000 10,000,000 质押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临港资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临港资管、漕总公司和浦江

公司同为临港集团下属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上述三家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方。 

2、九亭资管持有本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根据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九亭资管为公司关联方。 

3、本公司董事董鑑华先生同时担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海电

气（集团）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4、本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5、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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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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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8 临

债 01 
143674 

2018年 6月 11

日-2018年6月

12 日 

2022年 6月

12 日 
6.00 5.01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8 临

债 02 
143677 

2018年 6月 11

日-2018年6月

12 日 

2023年 6月

12 日 
6.00 5.17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9 临

债 01 
155150 

2019年 1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3年 1月

17 日 
3.00 3.74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9 临

债 02 
155151 

2019年 1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4年 1月

17 日 
5.0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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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0   58.8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27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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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标的资产已于 6月 27 日全部交割

完成。公司各园区在主要指标、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园区服务等方面均取得新成效，主要经济

指标实现了预期目标。 

1、主要经济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26.59 亿元，同比减少 1.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 亿元，同比增长 7.2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98.52 亿元，同比增长 5.4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22 亿元，同比减少 16.34%。 

2、园区招商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临港以“区区合作、品牌联动”为主要合作模式，以建设国际一流产业园区

为目标，积极推动下属园区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通过精准发力、纵深推进、重点突破，园区

产业逐步呈现出高端化、集群化发展的态势。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在租面积 147.6 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出售面积约 5.3 万平方米。 

3、工程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临港各园区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其中，漕河泾园区的桂谷大楼、集聚区二期、

科技绿洲四期、科技绿洲五期、科技绿洲六期及光启园四期等 6 个项目均按预定计划推进；松江

园区的南部新兴产业综合体、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项目（中山项目）和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项目

（JT（C）-15-001 号地块）等 3 个项目稳步推进；浦江园区的 A2 地块移动互联网产业（一期）

项目、D2 地块生命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 A 和 D2 地块生命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等 3 个项目按计划

实施；南桥园区二期和三期项目等 2 个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中；金山园区的临港枫泾智能制造园一

期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期等 2 个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这些工程的稳步推进，为上海临港的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4、园区服务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各园区将园区党建与企业服务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根据各园区内

产业形态和企业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符合时代特征、适应于市场需求的综合服务模式，助力区

域经济发展和园区产业腾飞。 



其中，漕河泾园区始终把“服务至上、追求卓越”作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以完善园区服务

功能为主旨，以解决企业需求和员工需求为重点，基本形成了“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国际

化”的园区服务体系，服务门类齐全，服务团队专业。其中，具有漕河泾特色的综合科技创新服

务体系更是其中的亮点，园区通过探索孵化服务新模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金融服务

体系等方式，激活区域创新创业要素的市场活力，推动区域创新创业快速发展，开创了独具特色

的“漕河泾科创模式”，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园区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423 家，建成和引

进国家级孵化器 6 家，市级孵化器 6 家，孵化培育企业 917 家，园区入驻企业澜起科技已在科创

板上市。 

松江园区积极承接松江区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基地的功能落地，聚焦工

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充分发挥 G60 科创走廊桥头堡的区位优势，积极

搭建科技服务创新平台，以工业互联网专业孵化器为抓手，通过开展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工业互

联网创业训练营、政策宣讲、现场指导活动等，为园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与服务；围绕服务 G60

科创走廊为主题，松江园区组织了“G60 科创走廊生命健康与精准医疗产业推进会”等多场宣讲

会以及推进会，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2019 年上半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

服务 G60 科创走廊基地”在松江园区成功揭牌。 

浦江园区进一步丰富科创服务内涵，上半年成功承办了 2019“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

赛闵行赛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行业赛；结合企业需求及园区产业定位积极组织举办科创政策宣

讲会、创新创业大赛、医疗机器人解决方案大赛、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宣讲会等 10场培训及活动；

积极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科创板”的工作，推荐“符合标准拟上市企业”及“科创潜力企

业”十余家，发挥“科创金融示范区”的作用，将“创客贷”等特色产品惠及更多园区企业；深

入推进 AI-Park 和基于 BIM 系统的园区运维与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各类延伸增值服务资源，引入

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加强物业、安全、设施等管理，持续完善物业酬金制管理模式，统一园区

物业管理、服务、运营、评价、考核的标准与流程，实现管理专业化。 

康桥园区、南桥园区进一步明确了“至善至美，快乐你我”的服务理念以及“响应有速度、

专业有深度、服务有温度”的服务要求，打造具有康桥、南桥特色的服务品牌。多家园区企业成

功入选首批奉贤区“领军型、成长型、科创型”“三个一百”企业。在金融服务方面，联动区金融

办、区经委企业服务中心、区人社创业中心等机构，探索面向园区企业金融服务合作机制，促进

金融服务功能主动向园区企业延伸；推出“智享汇人才沙龙”、“东方美谷核心区人才招聘会”等

人才招聘活动，为园区企业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为进驻园区创新创业的优秀人才及团队提供“首

站式”、“专属快捷”服务。 

自贸区（洋山）陆域部分持续在功能平台的打造上下功夫，功能平台体系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建立了多个三方战略联盟，吸引上海市报关协会跨境贸易服务分会落户洋山，积极举办、参与相

关产业论坛、博览会等活动，不断提高园区影响力和知名度；亮相首届国际贸易服务博览会，凭

借多元化、高质量、创新性服务，喜获“创新服务奖”。 

金山园区围绕“一体两翼”建设布局，以园区物业服务为抓手，在企业入驻前、装修中、投

产后分阶段制定入驻流程、二次装修巡视、园区 LOGO 使用标准、园区安全管理标准等，实现入驻

企业一站式服务；同时，金山园区加强了与客户的沟通、协调，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做好不定期

走访工作，加强政策服务对接，抓住客户政策痛点与难点，进一步提升了园区客户的黏度。 



嘉定园区在积极推进园区规划和项目设计的同时，秉承服务先行的理念，通过研究上海市存

量工业用地转型升级特点，制定组建“5+10+X”园区服务体系，即“知识产权、科创金融、产业

综合、商业商务、众创孵化”五大服务体系，“生产性服务、产业链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

产学研转化、智慧园区、产业社区配套、政府服务、高端定制服务、科技创业”十项服务菜单，

以及“X”细分产业定制化服务。随着园区发展的推进与团队的扩展，园区服务将得到进一步的增

强与提升，为整个园区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5、法人治理情况 

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规范的要求，完善和加强法人治理结构。报告期内，董事会、监事会及股

东大会规范运作，各会议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报告期内，公司共

召开了 4 次董事会、4 次监事会以及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关联交易、

定期报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议案。报告期内，公司共披露 35 份临时公告和 2份定期报告，对

外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此外，公司积极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上证 e 互动、

投资者热线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保持沟通，公司高管还参加了“2019 年上海地区上市公司集体接

待日”的活动，与投资者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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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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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细内

容参见“第十节、五、4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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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修订通知》”），废止了 2018 年 6 月 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根据《修订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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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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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按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次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对涉及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本次公司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更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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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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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 

（3）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

目”、“交易性金融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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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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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二）利润表： 

（1）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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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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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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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按《修订通知》规定的时间执行新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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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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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