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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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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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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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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9,587,421.73 26,911,022,149.99 1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24,963,006.21 13,947,823,018.03 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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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699,881.06 -893,206,453.6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626,343,762.27 11,880,489,742.06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815,757.05 541,097,299.54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1,202.34 42,831,969.85 -8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4.13 减少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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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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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7 2,365,607,000 0 无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39 192,850,000 0 质押 4,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34 190,432,835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3.12 136,991,700 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

托·慧智投资 9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75 120,879,120 120,879,120 未知   

华泰柏瑞基金－招商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瑞华定增对冲基金 2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2 62,271,062 62,271,062 未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和盛乾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其他 1.19 52,258,852 52,258,852 未知   



伙）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6 24,420,024 24,420,024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福瑞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21,904,762 21,904,76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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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3,01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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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新兴际华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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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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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60 

同上 15 际华 02 122426 2015-8-7 2022-8-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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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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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   47.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86.82   9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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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 2017 年生产经营工作方针，加快推进“优二强三”战略的部署和实

施，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工作。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26 亿元，同比增长 6.28%；

利润总额实现 7.67 亿元，同比增长 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 亿元，同比降低 5.04%；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3 元，同比降低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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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本公司在编制 2017 年半年度财

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则，将 2017 年上半

年发生的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

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比较数据不

予追溯调整。 

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 

调 增 其 他 收 益 本 年 金 额

223.00 万元，调减营业外收入

本年金额 22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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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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