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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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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431—84951400 0431—84951400 

电子信箱 qinyin @yatai.com zsd@yatai.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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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75,597,947.50 53,790,106,634.31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455,537,974.84 11,501,567,221.9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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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446,447.81 180,832,273.23 433.89 

营业收入 5,015,348,640.49 5,262,759,533.91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505,360.77 61,555,585.49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1,764,655.11 55,905,061.79 -2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4 0.67 减少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17.95 

http://localhost/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17.95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0,1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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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295,088,616 0 未知 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4.98 129,477,298 129,477,298 未知 0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其他 4.98 129,477,298 129,47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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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129,477,298 129,477,298 未知 0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4.98 129,477,298 98,576,482 质押 120,000,000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22 109,722,935 109,722,935 未知 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4.17 108,482,368 108,482,368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71 70,443,803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1.68 43,734,900 0 未知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48 38,390,3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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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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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公司医药产业设立了亚泰大健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推进了医药产业网站、电商和信息化平

台的建设，整合了医药电商资源，实现了多平台联动营销的经营理念。 

报告期内，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及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有关事宜。综合考虑近期市场变化、公司经营规划情

况，公司对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相应调整，2016

年8月18日，公司第十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有关事宜，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648,967,851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305,014.89万元，公司关联方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

的5%，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每一发行对象（包括其关联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后，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5%，此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上述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亚泰医药产业园、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

品产业园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贷款，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巩固建材等优势产业，

加快培育医药等新兴产业，有助于公司优化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1,535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3,34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51 万元。 

（二）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015,348,640.49 5,262,759,533.91 -4.70 

营业成本 3,832,131,526.44 4,087,678,770.96 -6.25 

管理费用 480,278,260.58 634,840,191.00 -24.35 

财务费用 533,061,560.68 762,562,949.16 -30.10 

投资收益 355,360,319.82 727,047,938.61 -5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5,446,447.81 180,832,273.23 433.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7,221,980.50 -408,271,610.32 -161.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3,806,734.24 1,072,450,550.42 -204.79 

研发支出 10,495,135.05 3,272,718.23 220.6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2015 年公司将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公司转让,本期不纳入合并



范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7.58 亿元，同时本期建材及地产营业收入同比有

所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2015 年公司将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公司转让,本期不纳入合并

范围，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7.48 亿元，同时本期建材及地产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本期将水泥停产费用计入主营业务成本，而上年同期计入管理

费用，使本期管理费用有所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长、短期借款以及应付债券等利率均不同程度下降，使财务费用有

所下降。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参股公司东北证券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应收款项收回和预收款项增加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本期参与东北证券配股，增加投资 10.9

亿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本期净

偿还到期债券，使本期筹资活动净现金同比大幅减

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本期增加研发投入。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建材产品销量同比有所提升，使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有

所上升，公司投资收益因参股公司东北证券受市场环境影响本期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①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2016 年 4 月 15 日及 2016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6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告详见

2016 年 4 月 16 日和 2016 年 6 月 7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16 年 6 月 17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告详见 2016 年 6 月 18 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16 年 7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

见通知书》，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公告详见 2016 年 7 月 21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综合考虑近期市场变化、公司经营规划情况，公司第十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有关事宜，对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进行相应

调整，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48,967,85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5,014.89 万元（公告详见 2016 年 8 月 20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 

目前，公司与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②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014 年 10 月 28 日和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第三次董事会及 2014 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告详见 2014 年 10 月 30 日和 2014

年 12 月 6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报告期内，公司共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30 亿元。 

③ 发行中期票据 

2016 年 5 月 18 日和 2016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6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公告详见 2016 年 5 月 19 日和 2016

年 6 月 7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目前，公司正在准备相关申请材料。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转型发展战略逐项落实年度计划目标，外拓市场，内抓管理，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医药产业，加快推进各项业务与互联网融合，同时，公司启动了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完成后，将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和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建材产业 1,987,928,161.08 1,635,729,623.01 17.72 20.20 25.23      减少 3.31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1,053,667,387.42 861,032,071.64 18.28 2.48 -2.88         增加 4.50个百分点 

医药产业 827,310,688.78 418,148,588.43 49.46 19.57 21.29 减少 0.72 个百分点 

煤炭产业 257,528,302.63 246,247,957.41 4.38 -74.75 -74.86 增加 0.42 个百分点 

其 他 779,934,402.22 634,644,778.86 18.63 1.78 18.28 减少 11.35 个百分点 

合 计 4,906,368,942.13 3,795,803,019.35 22.64 -4.92 -6.36 增加 1.1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建材产品 1,987,928,161.08 1,635,729,623.01 17.72 20.20 25.23         减少 3.31个百分点 

商品房 1,053,667,387.42 861,032,071.64 18.28 2.48 -2.88         增加 4.50个百分点 

医药产品 827,310,688.78 418,148,588.43 49.46 19.57 21.29         减少 0.72个百分点 

煤  炭 257,528,302.63 246,247,957.41 4.38 -74.75 -74.86         增加 0.42个百分点 

其  他 779,934,402.22 634,644,778.86 18.63 1.78 18.28       减少 11.35 个百分点 

合  计 4,906,368,942.13 3,795,803,019.35 22.64 -4.92 -6.36         增加 1.19个百分点 

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受市场因素影响，建材产品销量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商品房因南京、天津房价大幅上涨，

本期销售均价有所提高；医药产品因合并范围变化，收入增幅较大。煤炭产业 2015 年末将亚泰东

北亚能源有限公司出售营业收入同比降幅较大。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地区 3,924,301,727.10 -17.41 

华东地区 312,226,482.22 43.09 

其他地区 669,840,732.81 251.05 

合      计 4,906,368,942.13 -4.9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华东、其他地区收入增加，主要是南京、天津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建材产业：公司建材产业已形成了集石灰石矿开采、砂石骨料开采、熟料生产、水泥生产、

预拌混凝土制造、建材制品深加工和产品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在现有的产业链基础上，通过自

主研发、技术引进、资源综合利用和专业化管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向下游的预拌混凝土、砂

石骨料、地铁管片、轨枕、预制构件等建材制品领域发展，重点生产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制品

终端产品，实现建材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打造建材制品产业集群。 

2、地产产业：公司地产产业具有国家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现已形成集土地一级整理、二级

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装饰装潢、环境工程、物业管理和供热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未来，公

司地产产业将以生态养生、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为切入点，重点在国内一、二线城市进行布局，

开发、建设“宜居生态养生社区”产品，数量“质量优良、功能齐全、设施完备、服务优秀”全

新的生态养生地产品牌形象。 

3、医药产业：公司医药产业已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加快实施了

“创新驱动”的大健康战略，完善“药研、药企、药商”的产业布局，加大一类新药、保健食品

的自主研发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医药电商、远程医疗、养生服务等新兴业态，提升产品的科技

含量和竞争力。 

（五）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对外股权投资额为 706,450 万元,较年初增加 122,971 万元，增幅 21%。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的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 30.81 

铁岭县新岗采石有限公司 采石加工销售等产品 20 

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

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推

广等 
40 

辽宁矿渣微粉有限责任公司 
矿渣制品生产与销售，矿渣粉综合

利用等 
49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9.96 



批准的其他业务 

齐齐哈尔克山永固水泥制品有

限公司 
水泥制造 40 

齐齐哈尔克山北疆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 40 

黑龙江北疆集团克山县永鑫水

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40 

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 40 

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水泥制品 40 

吉林亚泰体育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体育资源 30 

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互联网 31.35 

（六）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

份

来

源 

000686 
东北

证券 
2,721,531,196.84 30.71 30.81 4,721,774,941.58 180,850,256.42 -59,339,272.03 

长期股

权投资 

  

合计 2,721,531,196.84 30.71 30.81 4,721,774,941.58 180,850,256.42 -59,339,272.03 / / 

(2)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所持

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吉 林

银行 
1,145,138,543.14 9.96 9.96 2,083,310,625.35 180,448,048.19 -34,538,530.00 

长期股

权投资 

 

合计 1,145,138,543.14 / / 2,083,310,625.35 180,448,048.19 -34,538,530.00 / / 

（七）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 2,892,116,246.48 850,000,000 2,892,116,246.48 0 / 

合计 / 2,892,116,246.48 850,000,000 2,892,116,246.48 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资金暂时借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并根据拟
偿还银行贷款的到期情况实时安排借出资金的提前归还，仍继续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项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1.5 亿元已归还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归还银行贷款；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将
8.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
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告
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项 目
进度 

预 计
收益 

产 生 收
益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计收益 

未达到计划进
度和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集
资金变更程序说
明 

偿还银
行贷款 

否 2,300,000,000 850,000,000 2,300,000,000 是 / / / 是 / /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592,116,246.48  592,116,246.48 是 / / / 是 / / 

合计 / 2,892,116,246.48 850,000,000 2,892,116,246.48 /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无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九）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子公

司类

型 

企业

类型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 

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西药制剂、

中成药 
69,750,600.00 1,401,377,736.37  412,624,863.01  542,288,443.30  62,516,672.79  46,893,094.47  

2 
吉林亚泰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硬胶囊剂、

片剂、颗粒

剂、原料药 

83,150,000.00  537,902,594.39  263,508,788.91  137,549,373.06  23,992,709.00  20,000,776.65  

3 

吉林亚泰富苑

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 

全资 
有限

责任 
商业零售 20,000,000.00  683,534,565.69  103,862,146.02  302,387,236.90  31,761,386.82  23,741,045.12  

4 
吉林亚泰水泥

有限公司 
控股 

有 限

责任 

水泥、水泥

制品制造 
1,331,630,000.00  6,494,433,427.23   1,691,807,889.26   512,848,775.57   28,801,998.08   33,137,466.23  

5 
吉林亚泰明城

水泥有限公司 
控股 

有 限

责任 

水泥、水泥

制品制造 
695,320,000.00  2,775,039,198.18   1,165,893,257.03   219,585,801.92   -9,541,465.16   -6,246,183.14  

6 

南京金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全资 
有限

责任 
房地产开发 200,000,000.00  1,076,512,990.66   245,509,585.02   269,862,692.33   29,079,541.30   29,326,367.30  

7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参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金融 2,340,452,915  79,134,116,535.62  14,717,811,143.62  1,751,777,986.92   740,873,511.43   588,109,937.06  

8 
吉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参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金融 7,066,976,248.00  377,790,425,119.80  21,353,605,705.01  4,299,489,733.40  2,335,979,982.94  1,811,727,391.46  

 

（十）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长春亚泰梧桐公馆项目 259,696 项目已全部竣工 634 263,992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3,375 万元；2016

年毛利 599 万元。 

松原亚泰澜熙郡项目 148,660 项目已全部竣工 1,055 150,123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4,332 万元；2016

年 6 月末毛利 272 万

元。  

沈阳亚泰城项目（一期） 109,569 项目已全部竣工 1,381 114,859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3,147 万元；2016

年毛利 121 万元。 

沈阳亚泰城项目（二期） 173,205 

项目 2.1 期（13 栋）已

交付业主使用，2.2 期（1

栋）已完成单体竣工 

5,000 95,484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9,230 万元；2016

年毛利 615 万元。 

沈阳亚泰城项目（三期） 106,791 项目处于建设阶段 4,967 20,250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647 万元；2016 年

毛利 113 万元。 

南京亚泰梧桐世家 182,902 

项目一期工程已竣工，

二期部分栋号正在进行

管桩施工 

7,772 134,897 

201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7,371 万元；2016

年毛利 1,027 万元。 

合计 980,823 / 20,809 779,605 / 

 

 



（十一）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6 年 4 月 26 日和 2016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十届第七次董事会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448,616,264.81 元。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 44,861,626.4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07,836,951.84 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合计为

1,011,591,590.17 元。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公司所在区域水泥产品需求不足，公司水泥产品

销价、销量有所下降，2015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2015 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未来发展。 

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十二）其他披露事项 

1、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吉林金泰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沈阳建材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三川塑编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梅河口贵成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市威龙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参茸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安达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哈尔滨建材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哈尔滨现代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调兵山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铁岭县新东山碎石有限公司 

抚顺市顺城区马前石材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铁岭石料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工业细河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辽宁）建材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辽阳水泥有限公司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丹东交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矿业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莲花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市政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同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松原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市亚泰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五指山旅业控股有限公司 

五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蓬莱亚泰兰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蓬莱亚泰兰海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兰海现代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春兰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兰海亚龙北部湾区开发有限公司 

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限公司 

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 

双鸭山亚泰煤业有限公司 

鸡西亚泰选煤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吉林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化市吉林大药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浩泰生物制品经销有限公司 

亚泰长白山医药保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康派保健品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益生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大健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