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19                                公司简称：ST 长投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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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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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长投 600119 *ST长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泓 景如画 

电话 021-66601817 021-6660181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电子信箱 yuhong@cjtz.cn cjtzdb@cjt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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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964,684.42 1,335,258,023.20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074,448.83 202,004,516.09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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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5,296.33 36,717,926.06 -35.11 

营业收入 202,327,586.29 371,495,219.06 -4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85,541.01 -38,802,812.0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90,101.01 -43,062,532.6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9 -32.44 增加19.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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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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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64 109,548,391 0 无 0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8 11,009,181 0 无 0 

顾沈晨 境内自然人 1.64 5,049,841 0 无 0 

九洲瑞盈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1.00 3,073,900 0 无 0 

孙雷民 境内自然人 0.63 1,951,021 0 无 0 

孙梅 境内自然人 0.59 1,800,000 0 无 0 

金耀明 境内自然人 0.55 1,683,000 0 无 0 

刘锡珍 境内自然人 0.50 1,550,000 0 无 0 

陈菊英 境内自然人 0.49 1,513,600 0 无 0 

孙旻皎 境内自然人 0.49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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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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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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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股东支持下，公司围绕战略方向，齐心合力，攻坚克难，全力减少新

冠疫情对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积极应对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全面防控重大经营风险，在积极应

对危机中推进公司转型发展。 

（一）经营业绩完成情况 

2020年上半年度资产总额 11.45亿元，负债总额 7.90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55亿元，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77亿元，少数股东权益为 1.7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02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24亿元。 

（二）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1.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公司控股股东长江联合集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全部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7,870,370 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

（含），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

准。 

2.全力追讨逾期应收账款。借助司法途径，对应收账款予以有效确认和处置，尽全力做好追

讨工作。博瑞恩、迅定项目法院均已裁定支持陆交中心诉讼请求，中能源项目诉讼一审陆交中心

胜诉，因受疫情影响二审尚未开庭。 

3.有效盘整存量资产。为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优化资产结构，推动转型发展，公司以

3,998.653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了公司所持有的小贷公司 30%

的股权；金属交易中心及时跟进处置诉讼和仲裁案件；陆交中心着手对物流资源在线交易系统进

行优化升级；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经营组织架构体系，减少企业管理层级，公司受让子公司上海

长利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群商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群商汇进行了层级收

缩。 

4.加强资金管理，防范财务风险。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控股股东的财务资助下，顺利完成

银行借款转贷工作，确保了全年资金链的平稳运转。 

三、强化存量资产管理 

（一）现代物流领域。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国内港口吞吐量大幅下滑，欧洲各豪车品牌



纷纷宣布停产，对公司现代物流版块业务造成了较大冲击。世灏国际从新客户开发、降本增效、

优化流程等几方面入手，采取提升营运能力等措施以积极应对，在稳固现有豪车客户同时，抓住

平价车型机遇，积极开拓细分运输领域，拓宽客户群，积极参加相关品牌的项目竞标。长发国际

货运在疫情初期，全力抢运进口医用等物资总计 700 吨。通过精细化的操作能力，克服了疫情带

来的各种突发状况，疫情期间没有漏装一单业务，从而保证了今年以来六个光伏电站的工程物流

项目顺利实施。同时，长发国际货运全力开拓市场，成功竞标某光伏业出口知名企业的欧洲线物

流项目，并引进了一些新的优质客户资源。 

（二）气象科技产业。长望科技的主要客户今年投入减少，导致项目减少，以上原因直接影

响公司气象科技板块的营业收入。长望科技努力拓展市场，如，长望科技控股子公司——气象仪

器厂今年新获为某海洋预报探测提供产品保障的项目，并为某大飞机大侧风实验、低温实验、寒

冷实验提供定制产品。 

（三）其他产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上海川南奉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已收到政府提前置换

债务的回购款，该项目接近完工，投资收益已结清，公司已以 80 万元价格将所持有的该项目公司

80%股权进行了转让，上半年出资 90 万元，分别收购了上海城西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观海

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宣黄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0%股权。原参与代建的润川路、河滨路、

祝桥川南奉路等项目工程正按计划有序进行；长投矿业推进扩大产能申报工作，积极寻找意向合

作方，尽可能盘活矿权，为退出矿业资源领域夯实基础；公司上半年已顺利退出小贷公司，目前

已完成工商变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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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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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