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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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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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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见股份 600093 禾嘉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德智 曾坷 

电话 0871-65739748 0871-65739748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

号九天集团大厦10楼1003号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号

九天集团大厦10楼1003号 

电子信箱 e-visible@easy-visible.com e-visible@easy-visi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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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558,717.03 12,069,534,880.41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549,987,053.03 6,162,605,128.40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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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153,407.26 -438,523,165.24 -53.28 

营业收入 6,531,409,251.01 6,601,472,174.87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7,381,924.63 256,087,797.66 5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7,942,136.88 254,526,214.62 5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4.47 增加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 0.228 5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 0.228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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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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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17 417,190,239 330,033,003 质押 407,965,410 

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 330,033,003 330,033,003 质押 230,000,000 

云南禾溪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5 49,933,994 49,933,994 质押 49,933,994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6 30,938,043 30,000,000 无 0 

陈亮 境内自然

人 

1.78 20,000,000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云南兰茂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8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北京正阳富时投资管 境内非国 1.78 20,000,000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理有限公司 有法人 

云南国鼎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8 20,000,000 20,000,000 质押 10,000,000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2016年中诚信托

万乘 1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未知 0.43 4,775,419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科技动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4,200,0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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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知是

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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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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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禾嘉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6 禾嘉债 136492 2016 年 6 月

14 日 

2019年 6月

13 日 

5 6.98 

四川禾嘉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6 禾嘉 01 135404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12

月 29 日 

5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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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8   0.443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4.27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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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企稳回升，但难言反转，美国持续小幅加息，国家的货币政策

也逐步收紧，防范金融风险升为国家战略，金融去杠杆加快推进，这将对产能过剩行业和财务杠

杆较高企业造成较大影响，加剧了其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公司外部整体经营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一方面继续努力提升公司供应链管理和商业保理的业务规模，根据外部经营环境灵活调整和创新

业务模式，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调整组织架构，理顺管理流程，以提升管理效率和风险防范为重

心，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实现公司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以实现金融科技

转型为中心，以 IBM、云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为抓手，以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的运用为突

破口，全策全力推进 “易见区块”系统的开发，报告期内成功完成“易见区块”系统 1.0 的开发，

并在医药和大宗商品领域实现商用，本报告期内通过“易见区块”系统完成资金投放总额 8,197.28

万元，截止 2017 年 7 月末，累计投放资金突破亿元关口,达到 11,889.28 万元。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1,213,155.87 万元，负债总额 498,410.14 万元，净资

产 714,745.74 万元；2017 年上半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681,134.79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7,405.86

万元，净利润 42,940.40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8,738.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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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