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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20-45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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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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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发恒业 股票代码 0006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嘉清 刘海英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路 1 号盛世国际写字间 3026 室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路 1 号盛世国际写字间 3026 室 

电话 0431-85180631 0431-85180631 

电子信箱 sfhy_000631@126.com liu802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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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8,190,141.52 1,035,882,796.87 -6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699,110.91 440,706,643.14 -6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0,114,041.03 420,855,038.03 -7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495,863.75 180,907,782.90 -33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8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8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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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6.84% -4.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754,139,000.12 8,350,635,735.79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94,204,409.89 6,508,389,615.8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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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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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33% 1,491,831,780 0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4% 266,222,96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3% 42,150,104 0   

祁堃 境内自然人 1.64% 40,000,062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4% 40,000,000 0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其他 1.56% 37,940,084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13,452,17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未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1,487,200 0   

张沐城 境内自然人 0.45% 11,0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双驱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5% 8,414,8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祁堃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62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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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万向集团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2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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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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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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公司顺应市场发展，坚持“稳扎稳打，稳步推进”策略，坚定“加速库存去化、加快资金回笼”原则，积极

推进产业升级战略，保持了公司有序发展的态势。 

  1、“稳扎稳打，稳步推进”房地产业务 

1）坚定“加速库存去化、加快资金回笼”：持续开展“去库存”，加快资金回笼，公司目前在售在建项目已达96%以上的

去化，康庄项目完成100%去化。 

2）增加土地储备：公司积极参与目标土地获取，通过公开竞拍方式，竞得萧政储出（2020）15号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保障公司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公司提升未来经营业绩。 

  3）提高自持物业运营能力：上半年，做好街区疫情防控工作，协助商户复工复产，除影院外复工率100%；策划实施旺

角城新天地2020年度“百店同舟”计划，通过搭建新媒体营销矩阵、打造特色线下营销活动、开展旺商学院计划、优化线上营

销、提供商场到家服务等举措，结合节日试水直播等活动，提升街区人气，增强特色街区运营能力。 

  4）加强物业服务管理：加强标准化管理、专业化服务，更新升级品质管理模型，推行“全员客服”服务计划，不断提升

物业服务品质；组建商办管理中心，拓展商办、产业园等非住宅领域。 

  2、积极推进产业战略升级 

  围绕战略目标，聚焦加速推进产业战略升级，依托优势意义项目和前期研究成果积累，深研未来城市发展趋势、功能组

合、规划设计、产业方向以及未来生活工作方式的“9+X”未来社区场景体系和数字化体系，致力于通过产品系列升维、标准

化体系搭建、招商及融资渠道扩展、全链路产业发展生态集结、全周期运营服务力提升，构建未来社区规划实施方案、功能

配置方案、智能支撑方案和运营服务方案，有序推进产业战略升级。  

2020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6819.01万元，营业利润18285.1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169.91万元，分别

较上年同期减少64.46%、68.29%和67.85%。 

2020年1-6月，新竞得萧政储出[2020]15号地块正在规划审批阶段；完成合同销售金额9290.8万元，合同销售面积0.48万

平方米，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79.24%和78.92%。 

（一）行业发展回顾 

2020年上半年，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变，房地产领域金融监管依然从严。地方政府因城施策更加灵活，但仍坚

守“限购”、“限贷”底线，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2,780

亿元，同比增长1.9%；商品房销售面积69,40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4%；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7,965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0.9%；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92,72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83,344亿元，同比

下降1.9%。 

（二）公司主要项目所处区域市场分析 

1、房地产市场分析 

（1）杭州市场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2020年度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底线，地方“一城一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杭州“双限”

政策持续实施，新出台“限摇”新政，调控稳中趋紧。 

土地出让方面，2020年上半年杭州土拍市场呈现市场火热，量价齐升，萧山、临安等郊区成交占主导地位，成交量价

齐涨，其中，萧山成交量价夺得双冠，临安区地价涨幅明显，较去年同期上涨33%。主城供地大幅增加，成交量创16年以来

新高。2020年上半年杭州以1567亿元的出让金，较去年同期上涨32%，蝉联全国第一。全市上半年土地成交量1083万方，同

比增加27%；涉宅楼面价1655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居全国第三。 

商品房住宅销售方面，2020年上半年复工后成交迅速增长，90-120㎡/200-300万刚改需求占据市场主导，总价上移； 2020

年上半年杭州楼市成交面积629万方，同比增长超10%，成交38111套，同比增长24%；供应39045套，同比增长45%，供销比

1.02，供需整体平衡。区县销售方面，余杭、萧山、临安领跑成交量，各大区域成交均价上涨，其中，西湖、余杭、萧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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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房价涨幅前三。上半年平均去化率80%，清盘率较去年提升9%，平均中签率12%。截止6月底，杭州市短期库存达542万方，

较2019年底略有增长，出清周期5个月。虽上半年杭州住宅销售量价量价齐升，但繁荣中深藏隐忧，主要表现在：上半年推

地完成率39%，预计下半年郊区推地力度将会加大，房企拿地热情或将有所下降。随着“限摇”政策出台和倒挂红利盘的减少，

对市场投机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市场热度或有所降温，预计下半年各板块、项目之间分化加剧，竞争压力加大。 

（2）淮南市场 

2020年上半年淮南市住宅累计成交6667套，同比下跌18.18%，成交面积累计75.12万㎡，同比下跌12.24%；成交均价

6526.27元/㎡，同比上涨7.50%；成交金额49.02亿元，同比下跌5.65%。土地市场方面，上半年淮南共成交10宗地，成交面积

1034.91亩，成交均价247万元/亩，成交总价约25.55亿元；较去年同期土地成交宗数减少3宗，同比减少30.00%；成交面积增

长322.08亩，同比增长45%；成交均价增长103万元/亩，同比增长72%；成交总价增长15.35亿元，同比增长150%。     

（3）南通市场 

2020年上半年南通市商品住宅全年供应量为88.27万㎡，同比下降29.32%。成交方面总体表现较好，特别是在疫情后，

市场开始恢复热度，4月起多个项目相继入市，市场购买力持续释放，无论是刚需类项目还是改善类项目，整体去化表现优

异，上半年平均市场去化率达81.33%。 

2、“未来社区”市场分析 

（1）截止今年6月，首批24个未来社区试点中有9个在今年上半年出让，涉及13宗地，总出让面积124.5万方，总建筑面

积341.7万方，成交金额达393.79亿元，占浙江全省涉宅地的比重8.9%。大型房企陆续进入未来社区开发运营新赛道。 

（2）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试点建设管理办法（实行）》，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未来社区试点建设的

工作。本办法自2020年7月10日起施行。 

（3）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基综办发布《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名单公示》，此次共有全拆新建类、局部改

建类、规划新建类、乡村类和全域类等五类共计36个未来社区试点。其中“杭州萧山万向社区”入围该名单并位于规划新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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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 日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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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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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

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

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

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2020年4月20

日召开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 

调整情况详见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之第十一节财务报

告项下附注五、31

（3）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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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事长：肖建军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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