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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者严重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没有董事声明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 

本公司的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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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1、公司法定名称：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SHANTOU HONGYE（GROUP）CO., LTD. 

    英文缩写：H.Y. 

2、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和涌 

   联系地址：汕头市天山路宏业大楼 

   电话：0754-88893332 

   传真：0754-88893332 

    3、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郑和涌 

       联系地址：汕头市天山路宏业大楼 

       电话：0754-88893332 

       传真：0754-88893332 

    4、公司注册地址：汕头市天山路宏业大楼 

       公司办公地址：汕头市天山路宏业大楼 

   邮编：515041 

    5、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互联网网址： 

        http://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6、股份简称：宏业 3 

股份代码：400025 

  股票交易地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7、其他资料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92年 11 月 18日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号粤海大厦。 

 

 

http://www.neeq.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1、资产负债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5096232.44 5123463.49 -0.53 

流动负债 1141343868.26 1102908416.82 3.48 

总资产 21367964.80 21395195.85 -0.13 

股东权益 -1244412211.66 -1205949529.17 -3.19 

每股净资产 -11.18 -10.84 -3.14 

调整后每股

净资产 
-11.18 -10.84 -3.14 

 

2、利润和现金流                                       单位：元 

 报告期 (1-6

月份)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净利润 -38462682.49 -35669662.48 -7.83 

扣除非经营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38462682.49 -35669662.48 -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524.95 1435.52 633.18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0.35 -0.32 -9.38 

3、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股本 

(万股)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法定公

益金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期初数 11128 124,102,301.52 12,035,243.16 0 -1453367073.85  -1205949529.17 

 
本期 

增加 

0 0 0 0 0 0 

本期 

减少 

0 0 0 0 
38462682.49 38462682.49 

期末数 11128 124,102,301.52 12,035,243.16 0 -1491829756.34  -1244412211.66 

 

 

二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项目 期初数 本次变动增减（+，-） 期末数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6240 

 

1976 

4264 

 

0 

 

6240 

 

1976 

4264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4888 

 

 

4888 

 

0 

 

4888 

 

 

4888 

 

三、股份总数 11128 0 11128 

 

2、股东情况介绍 

（1）截止 6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名  

次 

股  东  名  称 报告期末

持 

有量(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有股份

的质押或

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1 深圳市凯瑞达实业有限公司 1976 17.76 未冻结 国有股东 

2 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市信托投资公司 1040 9.35 未冻结 法人股东 

3 中国银行汕头信托咨询公司 1040 9.35 未冻结 法人股东 

4 汕头市建安(集团)公司 748.8 6.73 质押冻结 法人股东 

5 汕头经济特区金达实业总公司 520 4.67 质押冻结 法人股东 

6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499.2 4.49 未冻结 法人股东 

7 汕头市金园区金达有限公司 416 3.74 质押冻结 法人股东 

8 北京向风永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76.41 3.38 未冻结 流通股东 

9 谢卫成 168.00 1.51 未冻结 流通股东 

10 金声 131.32 1.18 未冻结 流通股东 

注：根据公司所掌握情况，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截止 6 月 30日，已确权登记股东总户数：4842户。 

截止 6月 30日前十名流通股东(已办理确权)持股情况表： 



 

 

名  

次 

股  东  名  称 本期末持股数（股） 股份种类 

1 北京向风永驰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3764114 

股份代办转让 

2 谢卫成 1680000 股份代办转让 

3 金声 1313170 股份代办转让 

4 林金强 1197900 股份代办转让 

5 林志兴 1152578 股份代办转让 

6 北京华丰瑞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038611 

股份代办转让 

7 李叶仙 700212 股份代办转让 

8 陈淑玲 436283 股份代办转让 

9 董宇 431270 
股份代办转让 

10 北京智慧塔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400000 股份代办转让 

注：根据公司所掌握情况，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持股 10%以上法人股股东情况 

深圳市凯瑞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年 10月 20日，该司法定代表人为

朱群馨。 

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深圳市华都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兴

办各类实体；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计算机硬件及软件；工业及办公

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安装；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各类投资信息咨询。注册

资本 3300万元。 

4、公司控股股东情况说明 

 深圳市凯瑞达实业有限公司于 2001年 10月受让原公司第一大股东汕头市

建安（集团）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976 万股国有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76%，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解聘、新聘情况。 

四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由于公司债务负担沉重，财务状况继续恶化，诉讼缠身，大部分案件处在

执行阶段，整个报告期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维持公司日常运转的资金十分缺

乏，公司严重恶化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在报告期内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资产

重组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此情况下，公司董事会仍然尽力维持必要的机构和人员，

应对公众股东的咨询和接待工作，进行公司资产的清理及应诉工作. 

 

五  重大事项 

 

1、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涉及诉讼案件标的合计约 51716 万元（不含利息），

其中绝大部分已判决应由本公司承担直接责任或连带还款责任。发生在以前年

度、尚未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在报告期内基本上处于判决已生效、尚未执

行或执行状态。 

2、报告期内，公司无收购资产、吸收合并等事项。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合同事项。 

4、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没有承诺事项，也没有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5、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6、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和《汕头宏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无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六  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会计报表（附后） 

（二） 会计报表附注 

1、报告期内本公司会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于上年度会计报表一致。 

2、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 

3、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4、报告期内本公司无经营的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本报告期内无关联交易事项。 

6、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无变化。 

7、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性质特别或金额异常的会计报表项目。 

8、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债务性证券和权益性证券的发行、回购和偿还情

况。 

9、中期资产负债表日至中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无非调整事项。 

10、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或有事项及或有资产变化情况。 

11、报告期内本公司企业结构无变化。 

七、备查文件 

1、董事长签名的半年度报告正文。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

告正文。 

3、报告期内在指定登载网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文件文本。 

4、公司章程文本。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 月 30日 



 

资产负债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  2021.6.30  2020.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9.817.77 99,292.8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帐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986,414.67 5,024,170.67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合计    5,096,232.44 5,123,463.49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4,497,235.21 14,497,235.2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774,497.15 1,774,497.15 

     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     - 

     固定资产清理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271,732.36 16,271,732.36 

 资产总计    21,367,964.80 21,395,195.85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资产负债表（续） 

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附注 
 2021.6.30   2020.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8,813,000.00 148,813,000.00 

     应付帐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60,809.34 60,809.34 

     应交税费    2,097,850.35 2,097,850.3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 - 

     其他应付款    990,372,208.57 951,936,757.1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41,343,868.26 1,102,908,416.8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预计负债    124,436,308.20 124,436,308.2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4,436,308.20 124,436,308.20 

 负债合计  
  1,265,780,176.46 1,227,344,725.02 

 股东权益：      

     股本    111,280,000.00 111,280,000.00 

     资本公积    124,102,301.52 124,102,301.52 

     盈余公积    12,035,243.16 12,035,243.16 

     未分配利润  
  -1,491,829,756.34 -1,453,367,073.85 

 股东权益合计    -1,244,412,211.66 -1,205,949,529.1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367,964.80 21,395,195.85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损 益 表 

会企 02 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167,231.05 137,564.48 

           财务费用    38,295,451.44 35,532,098.00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和合资企业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38,462,682.49 -35,669,662,4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38,462,682.49 -35,669,662,48 

  五、每股收益    -0.35 -0.32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金流量表 

会企 03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1年 6月 30日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回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160,00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4,388.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87.05 

  现金流出小计   149,47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4.9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24.95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会企 03 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1 年 6 月 30 日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8,462,682.49 

    加：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财务费用    38,295,451.44 

         投资损失（减：收益）    -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17,756.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其他   138,95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4.95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09,817.7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99,292.8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24.95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