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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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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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庭国际、皇庭 B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056、20005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剑

马晨笛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 号岗厦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350 号岗厦
皇庭大厦（皇庭中心）28 楼
皇庭大厦（皇庭中心）28 楼

电话

（0755）82281888

（0755）82535565

电子信箱

cj000056@21cn.com

htgj00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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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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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485,332,471.27

457,059,455.86

458,085,840.43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113,206.90

101,241,791.22

84,838,378.61

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3,459,411.82

100,570,142.67

100,570,142.67

-1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71,994.49

82,822,862.34

93,148,230.07

-7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1.89%

1.57%

0.10%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调整后

13,204,008,839.33

13,254,846,349.11

13,254,846,349.11

-0.38%

5,430,193,951.81

5,360,676,343.88

5,360,676,343.88

1.30%

注：追溯调整期初数的原因为 2018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 年 12 月公司收购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重庆皇庭 100%
股权。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重庆皇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公司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时，对合并
财务报表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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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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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21.73%

255,346,752

质押

229,282,152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21.60%

253,891,877

质押

242,165,940

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
（有 境内非国有
限合伙）
法人

7.18%

84,380,876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8%

72,634,060

质押

55,000,000

鍾志強

境外自然人

1.84%

21,576,850

质押

16,431,188

霍孝谦

境内自然人

1.70%

19,940,178

质押

19,940,178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39%

16,350,844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
－中铁宝盈－宝鑫 77 号特 其他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23%

14,479,698

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7%

12,655,252

杨新飞

境内自然人

0.88%

10,361,1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皇庭投资、皇庭产业控股、皇
庭国际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合计持有公司 595,899,567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0%。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本报告期末，皇庭产业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55,346,752 股，其中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0 股；皇庭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253,891,877 股，其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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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070,316 股；杨新飞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61,109 股，其中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5,44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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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消费升级，购物中心承载的功能也发生着变化，由以前购物功能逐步转变为“娱乐+社交+教育”等功能，由一线城市
逐步向二三线城市大力发展。根据行业情况，截止目前，全国存量购物中心数量超过6,500家，且新建购物中心每年增速300
家以上。但目前商管行业存在市场空间大、集中度低、标准化程度低、被互联网改造程度低等特点。除两家行业龙头公司合
计市场占有率达7%左右外，其他商管公司市场占有率均小于2%，超过1%的不超过十家。在此市场环境下，市场对专业的商
业运营管理的需求量巨大，商业不动产管理的发展空间巨大。
故在此市场条件和背景下，公司结合自身在行业里的经验和上市公司平台的优势，积极进行转型，确定了“致力于成为
领先的商业资产综合运营商”的发展战略。
目前，公司主要以商业不动产综合运营服务为主要业务，同时积极发展基于商业不动产运营场景的金融服务业务。公司
依托 “商业+资本+互联网”，发挥“商业是场景，商业是流量和入口”的特点，以商管为基础开展资产管理、金融服务、品牌
孵化投资及商管智能化等6M业务。公司规划按照“自持+整租+委托管理”相结合的模式，积极在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一二线
城市及核心地段布局商业项目，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做大做强商业不动产运营管理服务业务，加快在全国的商业项目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4.85亿元，同比增长5.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11.32万元，同比增长6.22%；截
至2019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32.0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4.30亿元，比年初增长1.3%。
（一）、2019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1、商业不动产运营服务业务：
公司主要以经营管理自持购物中心和委托管理购物中心为主，以委托管理、整租、不动产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为购物
中心、商办写字楼、酒店管理、公寓等多个商业不动产领域提供综合运营服务。
（1）购物中心项目：公司核心商业项目深圳皇庭广场于2019年上半年进行了品牌升级调整及品质管理提升，增加了商
场的趣味性和体验感，客流量同比提高，整体租金收入显著提升。
此外，公司于报告期内拓展了湛江皇庭广场整租项目、轻资产运营郴州皇庭广场、宝鸡皇庭广场及合肥皇庭广场。目前
公司商业不动产项目约20个，总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20万平方米，已在珠三角、长三角、西南、中原、西北等地进行布局，
已开业项目经营情况良好。同时，公司还储备了多个优质商业管理项目资源，探索多样化的商业不动产盈利模式。
公司将按照“商管+资管+品牌孵化投资+互联网大数据+金融服务+智能化”为一体的6M综合性商业管理模式，制定标准化
招商及运营流程，扩大公司商业不动产领域的管理规模，加速全国业务布局。
（2）写字楼项目：公司委托管理的深圳CBD区域标志性建筑皇岗商务中心及皇庭中心、自持的成都皇庭国际中心按照
经营计划稳步推进招商工作，目前招租情况良好。公司将继续优化租户结构，加大品牌推广力度，加强配套服务，提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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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提供可持续、稳定的租金收入。
2、公司除做大做强商业不动产运营服务业务外，还将充分利用商业不动产场景，发展商业不动产的资产管理业务及配
套服务业务，将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与商业不动产运营相结合，提供相关增值服务。
目前公司相关金融服务业务主要由控股的同心再贷款及瑞泽租赁展开。同心再贷款拥有再贷及直贷牌照，瑞泽租赁可提
供直接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商业保理等业务。同心再贷款及瑞泽租赁报告期内运营良好，在维护好现有存量客户的基础上，
严控风险，储备优质客户，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整合资源，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实施股份回购事宜
为保持公司经营发展及股价的稳定，保障、保护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积极推进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B股共4,163,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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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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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
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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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
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公司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别对应应收票据、应收
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公司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别对应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元）
2018年12月31日合并 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
150,997,761.71
31,349,173.62
14,156,140.00
-165,153,901.71
-31,349,173.62
218,592,899.66
53,958,003.26
-218,592,899.66

-53,958,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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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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