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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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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孙晓峰 工作原因 王化民 

董事 王友春 工作原因 翟怀宇  

董事 王广基 工作原因 王化民 

董事 柳  红 工作原因 刘树森 

独立董事 李  玉 工作原因 周佰成 

独立董事 黄百渠 工作原因 安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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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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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泰集团 60088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 音 张绍冬 

电话 0431—84956688 0431—84956688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 

电子信箱 qinyin @yatai.com zsd@yat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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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22,867,497.83 51,923,322,077.54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464,953,758.75 11,486,301,242.34 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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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866,490.56 965,446,447.81 -7.62 

营业收入 5,152,675,707.29 5,015,348,640.49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0,853,642.76 50,505,360.77 4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677,368.86 41,764,655.11 59.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1 0.44 增加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2 4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2 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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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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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 

9.08 295,088,616 0 未知 0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77 155,009,212 124,108,396 质押 120,000,000 

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8 148,936,170 148,936,170 未知 0 

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8 148,936,170 148,936,170 未知 0 



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58 148,936,170 148,936,170 质押 148,936,17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3.99 129,477,298 129,477,298 未知 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北京世

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 

3.99 129,477,298 129,477,298 未知 0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未知 3.99 129,477,298 129,477,298 未知 0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38 109,722,935 109,722,935 未知 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34 108,482,368 108,482,368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长

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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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

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所属

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其已取

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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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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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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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亚泰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亚泰 01 136357.SH 
2016 年 4

月 5 日 
2021-4-5 1,000,000,00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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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8   72.3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0   1.5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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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制造智能化、市场创造网络化"两条主线，抢抓市场机遇，实

施穿透式管理，优化三级运营体系，加快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和医药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大力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材产业在加大熟料、

水泥市场营销力度的同时，继续向下游的预拌混凝土、砂石骨料、地铁管片、轨枕等建材制品领

域发展，延伸产业链，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组建了辽宁水泥集团，巩固了公司建

材产业在辽宁省的品牌和市场占有率。医药产业，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控股了大

连水产药业公司、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国家一类在研新药--连翘苷原料及其胶囊制

造技术（包含相关知识产权）、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签订医疗健

康服务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大健康多个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加大了对医药产业药品的研

发力度，丰富了医药产业药品研发品种，实现了多平台联动研发及营销的经营理念。  

2017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48,967,851

股新股。2017年6月22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巩固了公司建材等优势产业，加快了对医药等新兴产业

的培育，优化了公司财务结构，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268万元，实现营业利润9,97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0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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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十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按照

财政部印发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公司根据

上述规定变更本期会计政策，将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原在“管理费用”中核算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调整至“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对于该日期之前的相关金额

不再进行追溯调整（公告详见 2017 年 4 月 29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2、会计估计变更 



2017 年 8 月 9 日，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的议案》，根据 2016 年 5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6 年 34 号）文件及 2016 年 10 月 25 日国家工信部、国家环保部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错峰生产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16〕351 号）文件精神，公司对所属水

泥生产行业子公司机器设备类别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公告详见 2017 年 8 月 11 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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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