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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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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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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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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家族 600503 SST新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泽清 方治博 

电话 021-62376199 021-623761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

东银中心B栋15楼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

东银中心B栋15楼 

电子信箱 dmb@deluxe-family.com dmb@deluxe-fami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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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580,918,666.39 7,152,635,448.34 6,534,653,831.71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482,117,797.47 4,207,326,797.74 3,750,096,030.80 -17.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2,015,147.43 956,144,584.02 966,738,209.75 -131.59 

营业收入 710,692,967.07 431,131,000.75 430,914,248.67 6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3,245,959.73 83,858,956.90 86,646,495.06 -2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5,195,054.05 85,862,056.32 85,862,056.32 -2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9 2.03 2.36 减少0.5400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95 0.0523 0.0541 -24.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95 0.0523 0.0541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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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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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12 114,020,000 0 质押 114,020,000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2 90,000,000 0 冻结 90,000,000 

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7 39,599,280 39,599,280 未知 0 

王栋 境内自

然人 

1.64 26,232,538 0 未知 0 

吴陈发 境内自

然人 

1.25 20,000,000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未知 0.45 7,236,000 0 未知 0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43 6,928,400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8 4,526,498 0 未知 0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20 4,279,623 0 未知 0 

陈丽娟 境内自

然人 

0.20 4,20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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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华丽家族不断深化推进“科技+金融”双轮驱动的企业发展战略，以科技投

资为发展方向，以金融投资为利润平衡器，熨平科技项目的利润波动，以房地产开发作为未来几

年产业转型到“金融+科技”的过渡。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销售收入 71,069.30 万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324.5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4.58%。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

务及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1.1 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 

    2017 年上半年，政策层面主要强调坚持住房居住属性，地方继续因城施策，控房价防泡沫与

去库存并行。一方面，热点城市调控政策频频加码，周边三四线城市也同步联动调控，限购限贷

政策不断升级，限售政策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房地产供需两端信贷资金逐步收紧，年初以来政策

效果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仍持续以去库存为主导，部分库存压力下降明显的

城市也及时出台措施稳定市场。长效机制构建方面，中央出台住房租赁市场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推进住房制度逐步完善。各地方城市联动调控、创新限售模式、稳定市场预期。 

 2017 年上半年苏州楼市延续了限购、限贷等政策的影响，整体市场表现得更为理性，楼市明

显降温，苏州房地产市场整体也呈健康平稳发展的态势。2017 年上半年苏州商品住宅共成交 35837

套，同比下降 35.74%。 

 报告期内， 苏州“华丽家族•太湖上景花园”项目，销售情况良好，实现销售106,045.76平方米，

取得销售收入67,195.04万元，预售面积7,717平米，取得预售收入5,676万元。 

上海"汇景天地"项目共实现销售476.14平方米，取得销售收入2110.98万元。 

 

1.2 高科技项目投资 

 根据公司“科技+金融”的发展战略，公司筹划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募集资金

26.65 亿元用于投资石墨烯项目（收购墨烯控股并对其增资），智能机器人项目（增资南江机器人），

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增资南江空天）。该申请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通过，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取得相关书面核准文件。 

 

1.2.1 石墨烯项目 

 为了加速石墨烯全产业链的形成、培育成熟的终端客户群体、为公司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丽创投于 2016 年 12 月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了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股权（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墨烯控股主要致力于石墨烯领域的研究及产业化开

发，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的合

作，分别成立了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专注于石墨烯材料的生产、销售和应用技术研发。

2013年年末,宁波墨西建设完成年产300吨的石墨烯生产线，该生产线主要通过化学剥离法生产多

层石墨烯微片。2016年1月，宁波墨西完成了“年产500吨石墨烯生产线技术改造及扩建工程项目”。

改造后的生产线提高了产品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及产能。同时，产品品质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产品金属杂质离子等含量更少、批次质量稳定性更高、平均层数从10层降到7层。2016年12月，宁

波墨西完成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贯标；同月，宁波墨西通过了国家科技部有关机构验收，

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上半年，宁波墨西在石墨烯产品应用开发方面新增专利申请2项。 

在产品商业化及应用方面，宁波墨西的石墨烯材料产品及其应用如下： 

应用领域 材料产品 应用产品 

通用产品 

1、精制石墨烯浆料 

2、工业级石墨烯浆料 

3、通用型石墨烯粉体 

1、石墨烯导电油墨 

2、石墨烯散热涂料 

3. 石墨烯发热材料 

新能源领

域 

1、涂层铝箔专用石墨烯导电浆料 

2、水性工艺用石墨烯导电浆料 

3、电池用石墨烯油性分散液 

4、电池用石墨烯复合粉体 

1、石墨烯涂层铝箔集流体 

2、超级电容器 

3、动力锂电池 

散热材料 1、石墨烯散热膜 1.石墨烯散热膜材料 



涂料建材 1、水性涂料专用石墨烯功能助剂 
1、石墨烯增强特氟龙不粘涂料 

2、石墨烯改性水性无铬锌铝涂料 

高分子 

复合材料 
1、石墨烯改性塑料 

1、石墨改性增强塑料 

2、石墨烯改性抗静电塑料 

3、石墨烯改性导热塑料 

重庆墨希成立于 2013 年 3 月。2013 年年末建成了以化学气相沉积法（CVD）生产石墨烯薄

膜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线，其年产能达 100 万平米。重庆墨希于 2014 年及 2015 年分别建立了

重庆市石墨烯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石墨烯柔性显示重庆市工程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重庆

墨希结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专项）开展的石墨烯触控屏（TP）生产线建成投产。2016

年 8 月，重庆墨希启动了第三代石墨烯薄膜生产线建设，现已建成并投产，目前公司年产能达 300

万平米。经过 4 年多的积累，重庆墨希在石墨烯薄膜规模化制备装备和生产工艺方面、石墨烯应

用产品开发方面已具备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形成了一系列知识产权。2017 年上半年，重庆墨希

新增专利申请 18 项，新增授权专利 14 项。 

目前重庆墨希石墨烯产品包括石墨烯材料、石墨烯器件和石墨烯终端产品，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产品种类 名称/型号 

石墨烯材料 石墨烯薄膜 
铜箔衬底、PET 基底、PI 基底、石英玻璃衬底、硅衬底石

墨烯薄膜 

石墨烯器件 石墨烯触摸屏（TP） 5.5 英寸石墨烯触摸屏 

石墨烯终端产品 

电子书 石墨烯单屏电子书（B970S） 

智能手机 
石墨烯智能手机、石墨烯三防智能手机、石墨烯柔性智能

手机 

 

1.2.2 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 

 南江空天于 2015 年 2 月成立。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旨在通过对临近空间飞行器研发、生产制

造与试验基地建设，利用临近空间资源并结合各类任务载荷，研制系列商业化产品，打造临近空

间新产业。目前南江空天着重于产品相关技术的研究。 

 

1.2.3 智能机器人项目 

 杭州南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致力于研制开发、销售推广智能机器人及

其应用产品。公司目前持有南江机器人 50.82%的股权。南江机器人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了“浙江

大学—南江服务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南江机器人以智能移动机器人为承载点，基于无轨导航技

术和产品优势，构建标准的柔性物流系统，为智能工厂和仓储物流集成商提供柔性、高效、完整、

定制化、可扩展的物流解决方案。目前的主要产品为面向 3C 制造行业的智能移动机器人 iAGV

系列、智能搬运机器人 iCarrier 系列和智能调度系统等。在此基础上，南江机器人正积极研发更

多样化的应用机型，并进一步拓展智能移动机器人系列产品在医院物流、汽车制造、光伏产业等

其他行业的推广应用。 

 2017 年上半年，南江机器人持续推进大客户项目，在产品功能的延展性、稳定性、系统性等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技术实力和服务水平得到了客户的认可。2017 年，南江机器人通过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直接供应商资质审查，其中智能移动机器人 iAGV 在深圳华为 2016 年度 iAGV 框架

招标基础上获得扩充性采购。南江机器人持续为杭州东芝提供服务租赁，帮助其提升管理效率。 

 市场营销方面，南江机器人多次参加智能制造和智能物流行业论坛和展会，宣传智能无轨导

航技术对于构建柔性物流和服务智能制造领域的重要意义，打造品牌影响力。在其它产品线上，

智能服务机器人 Angel 持续在政府服务中心、酒店等场所提供服务。借助自身的小型足球机器人

Playbot 技术优势，2017 年上半年成功将小型足球机器人推广到 Robocup 中国赛、中国服务机器

人大赛、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江苏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成为上述赛事的标准平台产品。

作为技术支持方，成功参与组织了 2017Robocup 中国赛、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浙江省大学生机

器人竞赛。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南江机器人新增授权专利 4 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1 项，外观专利 1 项。2017 年，南江机器人新增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资质。 

 

1.3 生物医药产业投资 

 公司参股的复旦海泰 2017 年上半年经营进展如下：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院士研究团

队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赵铠院士研究团队共同合作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个乙

型肝炎治疗性疫苗（乙克），Ⅲ期临床第二阶段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计划招募 480 例慢性乙肝患

者。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已完成 244 例病例入组，其中 203 例已完成治疗，17 例病例随访中。

同时，复旦海泰与复旦大学联合建设的国家工程实验室是世界上首家治疗性疫苗的国家工程实验

室，在免疫治疗（如：治疗性疫苗、免疫细胞治疗、治疗性抗体等）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 

 

1.3 金融项目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华泰期货 40%的股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厦门国际银行 3.82%的股权。华泰期货及厦门国际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为公司带来较为

稳定的投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厦门国际银行 2015 年度分配红利 3,118 万元；公司持有华

泰期货 40%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采取权益法核算。 

 2017年3月，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认购上海瑞力文化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份额的议案》，公司拟出资人民币15,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瑞力文化27.14%的合伙份

额。上海瑞力文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资金规模达55,275万元，通过结合并运用合伙企业与合伙人

的资金优势，重点投资于演艺、教育、影视、音乐、数字娱乐、体育等相关文化产业。上海志昕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瑞力文化的普通合伙人，负责执行投资事项，公司及上海瑞

力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钟伊文化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港城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瑞力文化的普通合伙人。

截至2017年6月30日，瑞力文化已完成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手续，公司已实际出资3,7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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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会计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及《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文件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

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除此之外，会计估计及核算方法并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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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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