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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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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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兴 600193 厦门大洋、创兴科

技、创兴置业、创

兴资源、*ST创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骆骏骎   

电话 021-581259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1388号   

电子信箱 luojunqin_public@fox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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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849,212.94 1,094,229,987.62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9,595,819.14 232,206,960.2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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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15,350.44 -48,647,247.61   

营业收入 227,955,337.46 100,617,347.09 1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81,698.86 2,021,770.59 2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42,784.38 284,080.08 2,30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9 0.94 增加2.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7 0.005 2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7 0.005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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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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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70 62,540,594 0 无 0 

厦门大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3 43,514,518 0 无 0 

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76 33,002,806 0 无 0 

桑日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9 11,461,327 0 无 0 

束为 境内自

然人 

1.23 5,231,400 0 未知   

蒋锡才 境内自

然人 

1.19 5,070,814 0 未知   

陆凌云 境内自

然人 

0.91 3,880,446 0 未知   



吴云萍 境内自

然人 

0.83 3,540,100 0 未知   

李奕奇 境内自

然人 

0.75 3,190,000 0 未知   

张兰凤 境内自

然人 

0.70 2,992,59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百汇兴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大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博纳科技有限公司和桑日百汇兴投资有限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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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公司积极支持并切实贯彻落实各项防控工作，

业务开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期间，公司积极调整应对，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各类措施。 

 

随着新冠疫情缓解，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积极开展复工复产，顺应行业

发展趋势，继续延续以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主营业务发展模式，并积极探索新的业

务增长点，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整体经营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7,955,337.46 元，同比增长 126.56%，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东江

装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及全资子公司筑闳建设、喜鼎建设营业收入增长所致；实现营业利润

8,984,094.63 元，同比增长 148.82%，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1,698.86 元，同比增长 260.16%。 

 

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随着有序复工复产，逐步恢复平稳运营状态，根据公司与上海振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欢乐大世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龙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百汇

星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有序推进云南抚仙湖国际养生园和云南欢乐大世界

的部分施工及装修工程、上海绿洲康城的施工工程、装修工程等工程业务及商品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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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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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本公司拟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的列报。 

（2）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本公司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

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3）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 2019

年可比数，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4）财政部于 2019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和《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

会 2019]9 号），通知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相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交易，应根据相关

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交易，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根据财政部要求，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对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调整。本公司未发生相关业务，对报告期内资

产负债表项目无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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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