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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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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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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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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蓬 罗昌垚 

电话 0871-65650056 0871-65739748-1007 

传真 0871-65739748-1050 0871-65739748-1050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

号九天大厦10楼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688

号九天大厦10楼 

电子信箱 peng.xu@easy-visible.com changyao.luo@easy-visibl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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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243,184,474.97 14,866,380,659.15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93,710,352.65 6,675,187,135.93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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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117,388.78 -672,153,407.26 233.47 

营业收入 8,794,669,390.11 6,531,409,251.01 3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523,216.72 387,381,924.63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5,013,920.55 387,942,136.88 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6.09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3 0.345 8.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3 0.345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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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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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 425,569,339 330,033,003 质押 423,790,226 

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0 330,033,003 330,033,003 质押 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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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30,00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5 31,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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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1.78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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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法人 

北京正阳富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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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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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世来 境内自然人 0.18 1,997,000 0 无 0 

陈珍妮 境内自然人 0.16 1,79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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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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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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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14 2019.06.13 4,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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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9 2019.12.29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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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4%   51.0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33   14.2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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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国内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时期。面

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

合理布局，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在科技服务方面，公司继续巩固金融科技实力，扩充科技研发队伍力量，积极与 IBM、Linux

基金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云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交流，推进区块

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的更好运用。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研发的“易见区块”平台融资金额达

到 401,969.48 万元，并作为国内供应链金融行业的代表性区块链应用案例被工信部《2018 中国区

块链产业白皮书》收录，获得了权威机构的认可。 

2018 年，金融行业强监管态势继续延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开展对商业保理

等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面对愈加严格的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控局势，公司高度重视把控供应

链管理和商业保理的资产质量，选择优质核心企业作为合作方，并根据外部经营环境，灵活调整

和创新业务模式，稳健推进业务投放。同时，公司逐步将供应链管理和商业保理服务从线下向线

上引导，通过“易见区块”平台对资产进行穿透管理，有效防范风险。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1,424,318.45 万元，负债总额 652,915.43 万元，净

资产 771,403.02 万元；2018 年上半年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901,660.40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5,085.53 万元，净利润 44,041.87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1,852.32 万元。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强化“供应链金融底层资产管理者”的角色，把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

金融，夯实技术研发实力，实现“易见区块” 2.0 上线运行。同时，公司将适应行业及市场的需

求，继续创新供应链业务产品，积极寻找金融机构进行线上投放，实现公司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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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