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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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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eq.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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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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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

华业3 400080 华业地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奕莹

电话 010-8571073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

A座16层

电子信箱 www.huayezb.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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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5,287,253.75 6,009,132,411.39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351,991,760.22 -8,926,521,475.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730,354.41 17,833,602.91 -6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5,470,284.55 -496,847,8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4,915,006.74 -229,733,8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092,421.97 53,852,721.26 4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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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96 298,554,931 0 质押 298,554,931

重庆玖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1 72,778,952 0 质押 72,778,952

重庆禄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1 72,778,951 0 质押 72,778,951

重庆满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0 72,678,952 0 质押 72,678,95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1.90 27,168,044 0 未知 27,168,044

熊 永 境内自然人 1.37 19,477,500 0 未知 19,477,500

叶少荣 境内自然人 0.82 11,736,500 0 未知 11,736,500

徐 红 境内自然人 0.72 10,296,900 0 未知 10,296,900

程书广 境内自然人 0.72 10,230,000 0 未知 10,230,000

吴亚斌 境内自然人 0.51 7,333,300 0 未知 7,33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

间：重庆满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玖威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重庆禄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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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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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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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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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

本控股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 华业债 122424 2015-08-06 2020-08-06 1,345,761,000 8.50

北京华业资

本控股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非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5 华资债 125616 2015-12-25 2019-12-25 500,000,000 7.40

北京华业资

本控股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非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6 华业 02 135532 2016-6-3 2019-6-3 70,000,000 8.50

北京华业资

本控股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7 年 度

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17 华业资

本 CP001
04176203 2017-10-13 2018-10-13 500,000,000 7.2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54.64 248.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30 -1.3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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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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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2.2主要财务数据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