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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9-064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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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40,629,16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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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茂集团 股票代码 0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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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飞 李梦莲 

办公地址 荆门市杨湾路 132 号 荆门市杨湾路 132 号 

电话 0724-2223218 0724-2223218 

电子信箱 tmjt@biocause.net tmjt@biocau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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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3,153,522,693.13  20,158,867,067.00  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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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7,578,089.36 847,509,301.74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67,177,833.25 667,367,219.51 -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656,379,467.98 11,545,853,345.88 9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0% 4.43%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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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65,457,173.79 178,254,028,125.52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337,670,296.85 18,992,088,603.59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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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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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83% 1,869,158,177 0 质押 1,759,739,106 

刘益谦 境内自然人 17.20% 850,000,000 637,500,000 质押 200,000,000 

王薇 境内自然人 11.25% 555,604,700 0 质押 463,000,000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民

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76 号资产

管理计划－民生中信建投南京 5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 211,012,658 0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厦

门信托－厦门信托－财富共赢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116,615,367 0   

王扬超 境内自然人 1.42% 70,323,488 0 质押 35,161,744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恒利丰 21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70,323,488 0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长

安信托－长安信托·稳健增利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48,017,775 0   

财通基金－浦发银行－粤财信

托－粤财信托·弘盛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41,772,15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28,656,5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与刘益谦、王薇为一致行动人。与其

他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他前 10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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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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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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母公司作为投资控股型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从事保险、医药、化工业务，

其中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从事的保险业务收入占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98%以上，成为本公司

的核心业务，国华人寿成为本公司核心子公司。报告期，国华人寿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国华人寿作为一家全国大型寿险公司，通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为个人及机构客户提

供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在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保险资金运用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国华人寿累计开设18家省级分公司、

90家中心支公司等187家分支机构，已形成覆盖全国多数重要保险市场的高效网络布局。 

截止2019年6月30日，国华人寿总资产18,358,359.06万元，净资产2,592,781.24万元，

营业收入3,277,665.39万元，占天茂集团合并报表总收入98%；净利润141,106.43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098.94万元。 

2019年上半年，国华人寿在改善业务结构及产品久期的同时，同步优化公司的负债成本

及其他费用，并一如既往地坚持稳健与收益兼顾的投资策略。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11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为完成2019年整体盈利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华人寿主

要经营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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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变动 

保险业务收入 26,689.29 29,079.31 -8.22% 

总投资收益(1)  5,721.82  4,322.07 32.39% 

净利润 1,411.06 1,228.35 14.87% 

13 个月继续率(2) 94.50% 93.14% 1.36%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总资产 183,583.59 170,779.20 7.50% 

净资产 25,927.81 14,052.14 84.51% 

投资资产  165,372.29   135,040.09  22.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5,905.70 14,029.23 84.66% 

注： 
1、总投资收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债权型投资及其他投资资产的利息收入+股权型投资的

股息及分红收入+投资资产已实现损益净额+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资产减值损失+联营企业权益法确认

损益。 

      2、13 个月保费继续率=14个月前承保目前已实收期交保单保费之和/14个月前承保期交保单保费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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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2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

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分

开 

应收账款 107,295,042.20 60,223,080.47 85,070,685.48 

应收票据 6,655,620.38 24,847,605.01 

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列示 

应付账款 65,525,872.39 83,507,974.05 83,507,974.05 

应付票据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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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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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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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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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子公司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荆门天茂化工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本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不执

行。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

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1

日余额 

资产：    

其他应收款 7,632,365,139.21 9,022.44 7,632,374,161.65 

应收账款 60,223,080.47 -1,834.94 60,221,245.53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4,247,477,117.82 4,474.26 4,247,481,592.08  

少数股东权益 7,022,458,588.40 2,713.24 7,022,461,3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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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刘益谦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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