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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9                           证券简称：吉艾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3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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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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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艾科技 股票代码 3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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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泽淼 郭雅绮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1 号 A 座 1101 室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1 号 A 座 1101 室 

电话 010-83612293（北京）；021-63288366（上海） 010-83612293（北京）；021-63288366（上海） 

电子信箱 investor@gi-tech.cn investor@gi-tech.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0,256,478.16 361,097,804.02 4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028,525.59 168,666,701.97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7,866,953.72 144,700,926.06 1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012,936.43 -118,057,145.24 13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5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5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9.59%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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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7,330,650,109.07 6,812,027,791.87 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3,793,210.05 1,876,679,259.85 9.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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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怀雪 境内自然人 29.66% 262,839,060 0 质押 91,260,000 

郭仁祥 境内自然人 8.44% 74,787,535 74,787,535 质押 71,908,279 

徐博 境内自然人 7.78% 68,959,080 51,719,310 质押  

姚庆 境内自然人 5.07% 44,962,200 33,721,650 质押 3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5% 14,621,952 0   

#董万春 境内自然人 1.42% 12,605,197 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12,343,328 0   

#李莉 境内自然人 1.37% 12,138,781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10,301,620 0   

南通元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6% 8,498,583 8,498,583 质押 8,4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怀雪与徐博是母子关系，高怀雪、黄文帜与徐博签署了《关于共同

控制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为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董万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2,097 股外，还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03,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605,197 股。公

司股东李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98,781 股外，还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44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138,781 股。公司

股东魏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55,711 股外，还通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926,28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81,9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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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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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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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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特殊机会资产的管理、评估、收购、处置及困境企业重整服务、债转股服务等业务（以下简称“AMC业

务”）；石油炼化业务（以下简称“炼化业务”）；石油设备研发、制造；石油钻井、测井、定向井等工程服务（以下简称“油

服业务”）。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合并净利润18,692.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32.03万元，增加幅度为12.20%，实现合并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17,702.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36.18万元，增加幅度为4.96%，主要在于公司AMC板块业务毛利较上年同

期增加，油服板块产生亏损综合导致，具体公司AMC板块、油服板块及炼化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AMC板块中，各类业务毛利变动变化较大，其中重整服务类及管理服务类业务毛利大幅增加，收购处置类业务毛利下

降明显，主要原因如下：1、重整服务类业务毛利增加，主要系较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项目数量增加，且

原有项目摊余期间较长，且部分项目已加速处置并实现项目收益；2、管理服务类业务毛利增加：主要系较上年同期相比，

本报告期内管理服务类收入明显增加导致；3、收购处置类业务毛利明显下降：主要系和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项目数

量增加，且项目资金成本增加，但由于处于处置初期，尚未获得收益, 同时由于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产生的财务费用增多，

以上原因综合导致AMC板块实现净利润19,850.63万元。 

油服板块较上年同期相比，由于合并范围变化，油服板块业务收入及毛利下降；同时报告期末应收股权转让款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确认的摊余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加之报告期内产生人工成本、租赁成本、股东借款利息支出及资产折旧成本综合

导致油服板块产生亏损979.52万元。 

报告期内炼化板块于报告期末试投产，尚未产生收益，截至报告期末，发生人工成本、资产折旧及保险费摊销等成本合计产

生亏损178.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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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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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

公司自2019 年1 月1 日起实施。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 

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本公司无需调整前期可比数。

本公司根据新准则，将前期划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将前期划分“应收款项类投资”划分为“债权

投资”，将前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工

具投资，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财政部2019 年4 月30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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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

议 

根据新报表格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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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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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

项目；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

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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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8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8年度净利

润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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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设平阳成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康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俊艾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泰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浩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

阳艾卓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艾首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久凯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阳艾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嘉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家单位；非同一控制下的公司上海富众实

业有限公司、海南吉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家单位；因处置减少GI TECHNOLOGY LOGGING CO.,LTD CONGO 、平阳嘉利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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