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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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华集团 6017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静疆 程岩 

电话 010-63706008 010-6370600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

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27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

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27层 

电子信箱 ir@jihuachina.com ir@jihua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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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5,974,728.89 31,197,420,733.80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850,642,681.08 17,976,809,584.9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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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746,514.49 -199,781,160.69   

营业收入 7,164,438,988.10 10,074,034,738.40 -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12,016.82 18,200,327.36 -4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038,483.67 -96,960,62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06 0.10 减少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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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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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56 2,000,662,591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6 222,267,799 0 无 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9 192,85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1 189,414,235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12 136,991,700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05 45,895,946 0 无 0 

吴健 境内自然人 0.41 18,061,800 0 无 0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广州

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36 15,873,015 0 无 0 

李宗勇 境内自然人 0.35 15,338,900 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14,726,80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是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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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5 际华 01 122425 2015-8-7 2020-8-7 0 4.60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5 际华 02 122426 2015-8-7 2022-8-7 4.047 3.98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 

15 际华 03 122358 2015-9-15 2022-9-15 20 4.10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8 际华 01 143137 2018-7-20 2023-7-20 10 4.60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20 际华 01 163574 2020-6-15 2025-6-15 15 3.4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5.86%   42.0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6   3.1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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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下行、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

因素，公司认真贯彻 2020年生产经营工作方针，时刻牢记“两大使命”——“服务军队、保障国

防的历史使命和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使命”、积极投身“两个一流”——“世界一流

军队和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坚定践行“战时保军、平时为民、急时救难”的宗旨,以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为突破口,着力开拓市场、强化研发创新、深入推进改革、妥善防范风险，努力提高公司

发展质量。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64亿元，同比减少 2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51.20万元，同比降低 42.24%；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02元，同比降低 50%。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司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决响应国资

委党委总体工作要求，坚决服从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和工作大局，组织所属企业紧急转产医用防护

服，日产能最高时突破 15.28 万件。国内疫情稳定后，公司继续生产医用防护服以供应国外市场。

截止 6月 30日，公司累计产出各类防护服约 98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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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请参见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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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