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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8                           证券简称：恒顺众昇                           公告编号：2017-030 

青岛市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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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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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顺众昇 股票代码 3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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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柏欣 赵子明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

工业聚集区）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

工业聚集区） 

电话 0532-68004136 0532-68004136 

电子信箱 hengshunzqb@188.com hengshunzqb@188.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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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687,491.62 594,092,223.95 3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0,547,422.06 152,841,961.95 6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8,126,336.33 151,577,187.41 6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651,322.41 -111,271,147.70 2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0 6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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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5% 12.21%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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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648,962.73 2,775,256,434.61 2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9,056,315.71 1,594,742,434.04 15.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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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5% 137,555,176 0   

贾全臣 境内自然人 14.57% 111,650,623 75,218,440 质押 111,499,999 

戴一鸣 境内自然人 10.25% 78,572,882 0 质押 78,500,000 

贾晓钰 境内自然人 9.86% 75,614,500 56,710,875 质押 75,612,6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3% 16,347,565 0   

应明 境内自然人 1.57% 12,000,18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39% 10,670,748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瑞阳 201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7% 10,533,150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6,247,822 0   

贾玉兰 境内自然人 0.75% 5,749,8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贾全臣与贾玉兰是兄妹关系，贾全臣与贾晓钰为父子关系，

贾玉兰与戴一鸣是母子关系，贾全臣、贾晓钰、戴一鸣、贾玉兰四人为一

致行动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阳 2016－6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账户为贾全臣先生间接持有的账户。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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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应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18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000,185 股; 

2、公司股东贾玉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99,875 股，实际合计

持有 5,74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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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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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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768.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64%。实现营业利润29,882.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66.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54.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93%。公司2016年承接了菲律宾风光一体化

项目，此项目本年度开始贡献利润，本报告期风光一体化项目共实现营业收入75,924.68万元。 

1、推进新疆棉秆沼气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公司于2016年5月与新疆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合作合同书》，合作开发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棉秆沼气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总装机容量30MW沼气发电，其中中试2MW；年处理棉秆能力约为33万

吨，年生产沼气约9100万m3，年生产有机肥约12万吨，年运行8000h。公司对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3.06亿。2017年4月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棉秆沼气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上述合同正式生效。 

上述项目于报告期内取得了以下政府审批文件： 

（1）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师市发改发〔2016〕505号）关于《新疆清源生物质能

源有限公司棉杆沼气化综合利用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审批通过该建设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 

（2）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师市发改发〔2017〕82号）关于新疆清源生物质能源

有限公司棉杆沼气化资源综合项目核准的批复：核准该项目进行开工建设。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环境保护局文件（师市环发〔2017〕22号）关于新疆清源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棉杆沼气化资源综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该项目进行开工建设。 

该项目待取得在办的相关土地证书后，将开工建设前期中试2 MW工程。 

2、开工建设菲律宾风光一体化项目 

公司于2016年11月与菲律宾ENERGY LOGICS PHILIPPINES,INC公司签订了132MW风电+100MW太阳能发电的风光一

体化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金额为43,778万美元。该项目是菲律宾最大的风光一体化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最大

的风电和光伏总承包项目，并成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后双方经贸合作能源领域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为集团在菲律宾的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于2017年3月23日在菲律宾达沃市举办了开工仪式，开始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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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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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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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Philippines Qian Jia Services Incorporated（菲律宾乾嘉服务公司），自设立之日起集团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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