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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2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2018-056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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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陈勇 董事 
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殷占武 董事 
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声明 

董事陈勇、殷占武声明：“本人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 

一、 有关诉讼事项  

诉讼事项未予披露且未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除 32 号、33 号以及 60 号诉讼案件外，根据目前公开网站能查询到的信息，

上市公司至少有两起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尚未披露以及未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1）上市公司与储小晗、四川三洲特种钢管

有限公司、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共同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号为（2018）川 01 执 1674 号案件已于 2018 年 8

月 2 日正式立案，执行法院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标的金额为 28,244,552 元。（2）上市公司、天易隆兴以及王承波共

同作为被告的案号为（2018）浙 0103 民初 4168 号借款合同纠纷定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开庭（开庭情况及结果尚不清楚），

承办法院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上述案件亦有可能要求上市公司承担相关责任，且是半年度报告出具日之前已发生的事

项，应予披露并进行风险提示。 

二、 关联交易部分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发出的审阅稿显示：上市公司与天易隆兴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往来，期末余额为 3801.55 万元，

就该关联交易，主要问题如下：（1）该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该等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相关程序？请提供相

关的决策文件。根据《公司章程》第 111 条的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以下事项：……（三）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5%的关联交易事项。（3）该等关联交易在发生时是否进行了披露？如未进行披露，原因是什么？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10.2.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百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按照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计算，该关联交易属于应披露的关联交易。2018 年 8

月 27 日的更新稿已未见该部分关联交易，显示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本人认为，若该交易存在，则应当如实披露。 

三、 重大担保部分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第 19 页披露，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担保情况。在已有明知的 32 号、33 号以及 60 号诉讼案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仍明确表示“不存在担保情况”，本人认为，该表述不够真实、准确。  

四、 子公司部分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第 21 页披露，公司子公司无重大事项。上市公司持有的重要子公司股权已被司法冻结，本人认为该

事项为重大事项，应予如实披露。对此已采取经公开网站查询、查阅发送的 2018 年半年报以及向上市公司质询等尽职调查

措施，调查发现存在的上述问题。作为公司董事，保证关于本人的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吴坚 独立董事 出差  

旺堆 董事 工作原因 谭昌彬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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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藏发展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岚岚 赵琳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段 45号新希望大

厦 1608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段 45号新希望大

厦 1608 

电话 028-85238616 028-85238616 

电子信箱 xzfz000752@163.com xzfz000752@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9,464,004.97 177,490,893.84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3,163.00 7,011,109.48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13,163.00 6,954,465.34 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320,843.05 37,345,865.49 16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0.026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0.026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89% 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67,812,981.26 1,469,337,293.77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5,742,566.84 788,729,403.84 0.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4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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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 境内自然人 10.65% 28,099,562  质押 28,09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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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冻结 28,099,562 

马淑芬 境内自然人 10.00% 26,375,929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7.30% 19,242,842    

杭州阿拉丁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13,188,735    

蔡鉴灿 境内自然人 2.83% 7,459,730    

刘丹 境内自然人 2.12% 5,585,501    

陈金建 境内自然人 1.65% 4,363,592    

江敏仪 境内自然人 1.25% 3,299,580    

叶超英 境内自然人 1.06% 2,783,200    

任红 境内自然人 1.01% 2,676,8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蔡鉴灿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449,730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 1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7,459,730 股；股东刘丹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585,501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票 5,585,501 股；股东陈金建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363,592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4,363,592 股；

股东任红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194,084 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 482,8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676,88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拉萨啤酒公司生产经营总体运行平稳，保持了区域内的品牌影响力与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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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16,946.40万元，同比减少4.52%；公司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减控成本费用，营业成本为12,486.18万元，同比降低

2.1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1.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03%。 

     啤酒行业产量呈负增长态势，面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积极主动应对，在努力克服外

部市场环境对公司不利影响的同时，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加快产品结构的升级，进一步优化产能。公司经营管理层通过加

强技术和管理创新，坚持绿色发展的经营理念，作为西藏地区的啤酒生产企业，公司致力于将区域资源优势配置发挥至最佳

状态。2018年下半年，面对日趋严峻的啤酒行业竞争态势，公司管理层将会谋划全局，主动作为，在继续稳定啤酒生产和产

品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地区的特色优势谋求拓宽产品渠道，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选择、不断完善产品品种结

构，进一步增强公司抵御未来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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