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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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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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资源 600139 绵阳高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娜 秦华 

电话 028-85917855 028-8591785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电子信箱 wangna@scxbzy.com hua.qin@scxb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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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285,733.10 3,224,082,880.29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799,478.91 352,956,084.6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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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61,104.34 -252,625,061.76   

营业收入 73,475,961.30 72,840,354.29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56,605.70 -27,869,7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14,899.01 -21,877,63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6.71 增加4.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3 -0.0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3 -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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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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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8 188,512,037 0 质押 51,290,000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0 33,073,330 0 未知   

杨建民 境内自然人 1.84 12,147,992 0 未知   

张秀娟 境内自然人 1.02 6,753,594 0 未知   

范钦宝 境内自然人 0.74 4,877,360 0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3 4,171,651 0 未知   

刘玉庆 境内自然人 0.52 3,440,500 0 未知   

唐亮 境内自然人 0.51 3,361,256 0 未知   

张兰 境内自然人 0.45 2,966,848 0 未知   

马洪顺 境内自然人 0.41 2,690,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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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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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汇佰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石学松 

变更日期 2020年 4月 23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www.sse.com.cn，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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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依然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和资金压力，一方面，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来

源于融资租赁业务，业务单一，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公司融资能力有限，流动资金持续紧张，

尤其是母公司，流动资金已出现短缺，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面对各种困难，公

司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在推进生产经营的同时，稳定团队，保持与债权人就逾期债务进行沟通，

并努力夯实内部管理基础，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基本保障了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稳定。 

（一）业务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交通租赁坚持“稳

中求进、进中求好”的工作总基调，将各项工作、责任层层压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全面有

序推动复工复产，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市场动向，重点对轨道工程、教育、水务等行业进

行深入调研，主动思考分析、创新思路、积极探寻业务新的突破点，为公司未来储备优质租赁项

目和可持续发展奠定牢固基础；同时对部分存在租金拖欠的项目，加紧催收工作，将风险降低在

可控范围内；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指标体系、收集数据、新闻并加以分析研究，为未来业务拓展

方向，各项流程节点的风险把控，发挥“风向标”作用。报告期内，租赁公司累计完成投放项目

7 个。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三山矿业以及凯龙矿业所属矿山的维护工作。其中，三山矿业探矿

权到期后，根据矿山和公司实际情况，办理完成探矿权保留工作；凯龙矿业因当地国土资源局审

批权限的调整暂停了所有矿业权审批业务的办理，其所拥有的铜矿采矿权及探矿权证均已到期，

截至目前，该项业务已逐步恢复办理，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矿权的延续工作，但由于公司流动资

金短缺，该项工作进展未达预期。 

（二）积极就有关债务与债权人沟通 

针对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出现逾期，公司已成立专人小组，持续就债务化解方案积极

保持与债权人的沟通。但由于公司经营压力较大，短时期之内无法实质性解决该笔逾期债务，报

告期内，债权人长城四川分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申请强制

执行，并对公司资产进行了冻结，公司在收到成都中院下发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后，

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并及时制定风险应对措施，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在收购交通租赁时向开投集团所作出的业绩承诺已于 2019年 12月 31日届满，

交通租赁未完成每年不低于人民币 3.5 亿元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根据约定，该业绩补偿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结算。开投集团已就此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通过诉前保全冻结了公司

的资产，为此，公司迎难而上，持续开展与开投集团的积极协商讨论，力争妥善解决上述事宜。

截至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尚未裁决。 

（三）加强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各种困难，不放松内部管理，继续全面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执行力，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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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实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2019 年 9 月 2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新收入准则及《修订通知》进行相应

的会计政策变更，自上述文件规定的时间起执行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新收入准则;自 2019 年年度报告起适用修

订通知，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列示财务报表。 

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修订通知仅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方式，不会影响公司 2019 年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临 2020-017 号《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同时，亦

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及其以后报告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及其

以后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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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石学松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