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368                           证券简称：汇金股份                          公告编号：2019-153 号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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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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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凯 董事 其它工作安排事宜 杜彦晖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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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股份 股票代码 3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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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彦晖 刘飞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湘江道

209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湘江道

2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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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311-66858368 0311-66858108 

电子信箱 hbhuijin@hjjs.com huijinzqb@hjjs.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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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26,999.58 437,302,424.63 -2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58,527.69 9,057,499.25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510,885.96 1,213,797.64 68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88,266.17 -189,979,645.91 78.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167 25.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167 2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0.9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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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976,670.04 1,574,614,768.44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0,911,404.60 830,774,126.37 1.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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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9% 159,000,000 0 质押 127,200,000 

石家庄鑫汇金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1% 69,218,426 0 质押 67,229,991 

孙景涛 境内自然人 5.63% 29,956,800 28,077,600 质押 29,956,783 

刘锋 境内自然人 4.13% 21,986,560 21,98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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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喜波 境内自然人 3.31% 17,596,520 17,596,520 质押 17,585,600 

童新苗 境内自然人 2.97% 15,802,64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5% 9,290,200 0   

刘文国 境内自然人 1.23% 6,526,806 0   

卢冰 境内自然人 1.17% 6,200,000 0   

林金表 境内自然人 0.69% 3,68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孙景涛、鲍喜波、刘锋是一致行动人，通过鑫汇金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共计

持有公司 26.08%的股份。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童新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96,2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306,44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80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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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邯郸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3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邯郸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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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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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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由金融机具-金融科技-金融服务产业升级整体战略方针对业务和资产进

行调整，对部分与未来发展战略不符的业务进行剥离，实现了业务、资源的全面聚焦，导致本报告期内合

并范围同比去年发生变化，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紧抓金融科技浪潮，持续推进新产品升级换代，加大新型智

能化装备研发、推广，持续推进信息化系统集成业务稳步发展，实现公司整体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主营业

务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312.7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40%，实现营业利

润2,394.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94.02%，实现利润总额2,379.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4.1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115.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20%，业务与资产质量明显提升。

报告期内，银行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079.22万元，较上一年度下降51.25%，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25.80%，

非银行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233.48万元，较上一年度下降14.45%，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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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修订

后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

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 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

2019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自 2019 年开始变更会计政策，并自

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

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

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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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自2019 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本通知要求

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

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上述财会〔2019〕6号文件要求，公

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

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

〔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

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9,474,638.58   143,354,358.40  

应收票据   3,813,472.00   330,000.00 

应收账款   235,661,166.58   143,024,358.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0,851,577.73   51,521,352.43  

应付票据  2,821,020.00   

应付账款   128,030,557.73  51,521,352.43 

上年同期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27,287,280.90      7,792,454.7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27,287,280.90  -7,792,454.76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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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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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置子公司 

是否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 是 √ 否  

是否存在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投资且在本期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 是 √ 否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说明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如，新设子公司、清算子公司等）及其相关情况： 

本公司与河北盘龙物流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设立石家庄汇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本公司持有70%的股权，标的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汇金天源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汇金展拓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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