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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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美控股 600167 黎明股份、ST黎明

、ST沈新开、沈阳

新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思生 胡波 

电话 024-23784835 024-23784835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 

电子信箱 zqb@shnd.sina.net zqb@shnd.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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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9,097,632.69 11,136,330,015.53 11,136,330,015.53 -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83,250,220.52 7,105,307,268.23 7,105,307,268.23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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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750,783.45 -313,336,447.57 -313,335,534.5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43,789,443.21 1,189,252,962.38 1,189,252,962.38 1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6,068,351.46 450,144,250.40 450,145,163.45 3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964,220.88 445,147,322.98 445,147,322.98 25.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9 13.41 13.45 减少5.32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87 0.3155 0.6309 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87 0.3155 0.6309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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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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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8 853,320,284 853,320,284 无   

联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7 288,046,679 84,978,232 质押 157,000,000 

金鹰基金－浙商银行－云

南国际信托－云信富春5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87,809,916   无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

－中航信托－中航信

托·天启【2017】116号联

美控股定增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79,958,676   无   

拉萨和泰装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79,958,676   未知 79,958,600 

周如明 境内自然人 2.37 41,800,000   无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22,700,590   无   

周泽亮 境内自然人 1.25 21,962,126   未知 21,097,70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12,330,380   无   

江洁 境内自然人 0.70 12,248,52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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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3,789,443.21 元，同比增长 12.99%，营业利润

776,847,868.32元，同比增长 30.21%，净利润 607,946,598.14 元，同比增长 31.85%，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96,068,351.46 元，同比增长 32.42%。其中，浑南热力报告期

内实现营业收入 539,138,448.53 元、营业利润 299,255,667.55 元、净利润 229,077,277.35元；

沈阳新北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49,702,979.22 元、营业利润 170,161,994.29 元、净利润

129,999,577.87 元；国惠新能源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66,128,692.66 元、营业利润

194,247,687.33元、净利润 158,668,880.90元 。 

3.1.1 主营业务分析 

3.1.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43,789,443.21 1,189,252,962.38 12.99 

营业成本 661,267,559.87 563,884,302.59 17.27 

销售费用 3,203,713.65 435,583.04 635.50 

管理费用 64,735,897.10 59,777,806.78 8.29 

财务费用 -101,694,991.23 -33,637,129.7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750,783.45 -313,336,447.5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184,351.32 213,249,257.50 12.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180,816.96 3,840,399,780.84 不适用 

研发支出 4,436,202.63 4,130,476.54 7.4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供暖面积及接网面积稳步增长,导致供暖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供暖面积及接网面积增长同时燃料成本费用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上年人员架构调整导致的费用归集

口径的变化导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因向皇姑热电支付特许经营租赁费，导致管理费用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中开始，公司进一步提高

资金管理效率，与银行签订存款协议，获得利息收入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上年末燃煤供应紧张导致上半年燃煤市场

与上年同期对比交易条件有所变化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两期对比波动较小略有增长，本期取得信托投资收益

而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两期对比波动较大，主要是因为本期分配现金股利导

致现金流出，而上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导致现金流入。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研发用直接燃料投入增加，导致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3.1.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3.1.2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3.1.3.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7,816,178.00 0.08 16,092,596.00 0.14 -51.43 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余额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因为

下属基金公司减少股票持仓导致。 

预付款项 113,908,578.60 1.10 49,874,522.29 0.45 128.39 期末预付账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因

为公司加大淡季囤煤力度而预付煤款导致。 

其他应收款 172,388,959.23 1.66 116,541,863.90 1.05 47.92 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

因为供暖季结束后确认的供暖价差尚未收到

导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102,017.05 0.08 2,000,782.19 0.02 304.94 期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主要是本期公司下属基金公司进行国债逆回

购操作的资金量增加导致。 

存货 181,726,767.47 1.75 68,045,467.09 0.61 167.07 期末存货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因为公

司加大淡季囤煤力度增加燃煤入库量导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55,000,000.00 0.53 5,000,000.00 0.04 1,000.00 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较上年末

增加，主要是因为下属融资租赁公司继续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83,667,718.88 0.81 639,841,563.86 5.75 -86.92 期末其他流动资产余额较上年末减少，主要

是因为本期收回对外委托贷款导致。  

开发支出 862,590.33 0.01 662,293.45 0.01 30.24 期末研发支出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因

为研发支出力度继续增加导致。  

商誉 881,737.61 0.01 228,848.38 0.00 285.29 期末商誉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因为本



期收购 1 家运输公司—抚顺九鼎汇运输有限

公司导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352,129.55 1.44 104,887,489.96 0.94 42.39 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

要是因为本期沈阳国新募投项目预付工程及

设备款增加导致。  

预收款项 220,992,785.61 2.13 929,107,705.98 8.34 -76.21 期末预收账款余额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因

为上年末预收的本年 1-3 月采暖费结转收

入，导致预收账款较期初余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24,459.62 0.00 76,109.35 0.00 194.92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

是因为本期计提的工会经费尚未支付导致。  

应交税费 15,520,830.80 0.15 134,811,648.77 1.21 -88.49 期末应交税金余额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因

为本期缴纳上年应交企业所得税导致。   

其他应付款 15,440,397.55 0.15 6,434,233.49 0.06 139.97 期末其他应付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

本期收到投标保证金导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60,091,904.00 16.94 880,045,952.00 7.90 100.00 期末实收资本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因

为本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导致。   

 

3.1.3.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之子公司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沈阳市财政局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签订了编号为

JP4P90-C22号的《外国政府贷款沈阳环境改善项目再转贷协议》，贷款总额度为 20亿日元。该子

公司以位于于洪区杨士街道大堡村的地号为 061011097，面积为 61,791.37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及位于于洪区细河路 106-1 至 106-3 号总建筑面积为 17,093.52平方米的在建房产，评估价值分

别为 4,047.33 万元及 3,065.65万元，抵押给了沈阳市财政局，用于为该子公司向沈阳市财政局

转贷总金额不超过 20亿日元的日本政府贷款项下的本金中的 5.3亿日元提供担保；以评估价值为

2,205.20万元的部分设备为本金中的 0.8亿日元提供担保；以沈阳沈水湾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评

估价值为 3,003.97 万元的部分设备为本金中的 1.1 亿日元提供担保。2017 年 12 月 31 日用于质

押的存单本金为 8,260.00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6 月 30 日用于质押的存单本金为 8,260.00 万元

人民币。 

 

3.1.3.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4 投资状况分析 

3.1.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理层（包括董事长）参与投资相

关境外公司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境外子公司联美量子（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3600 万美元，

购买以色列 Mantis Vision Ltd. 17.36%股权。 截至报告期末，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亿元投资了国投泰康信托•信天翁4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金融资产名称 初始投资成本 资金来源 报告期购入情况 报告期售出情况 投资收益情况 
公允价值变动

情况 

三夫户外 002780 18,406,546.33  自有资金  18,406,546.33  -4,657,968.91 2,993,465.47  

沙钢股份 002075 604,500.00  自有资金 
 

      

工商银行 601398 1,733,067.04  自有资金 1,733,067.04     -137,067.04  

农业银行 601288 371,188.00  自有资金 371,188.00      -27,188.00  

建新股份 300107 145,529.10  自有资金 291,058.20  145,529.10  5,955.75 -1,929.10  

贵航股份 600523 1,014,456.85  自有资金 1,014,456.85      43,793.15  

金圆股份 000546 4,811,726.54  自有资金 4,811,726.54      -741,898.54  

国投泰康信托-信天翁 35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000.00  自有资金   500,000,000.00  14,904,109.59   

国投泰康信托-信天翁 4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000.00  自有资金 500,000,000.00   3,958,904.11   

农银汇理货币基金-农银

货币 B 
10,000,000.00  自有资金   10,000,000.00  27,741.29   

 

3.1.5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3.1.6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期末总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本期净资产 

（元）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 供热 13,000 

      

2,250,863,224.36  

        

229,077,277.35    818,606,829.08  

沈阳新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供热、供电 17,000 

      

1,879,489,400.95  

        

129,999,577.87    905,614,269.41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供热 6,533.42 

      

1,943,626,601.91  

        

158,668,880.90    842,872,893.10  

3.1.7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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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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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壮强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