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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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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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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越股份 6003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建丰 李律 

电话 0575-87016161 0575-870161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 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 

电子信箱 haiyue600387@163.com haiyue60038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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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668,142,157.41 8,144,074,970.26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42,678,271.00 1,174,900,984.7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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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35,662.51 273,831,079.91 -133.94 

营业收入 4,925,072,288.46 4,202,753,149.16 1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8,757.08 -62,529,164.97 10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726,251.39 -52,957,812.90 11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9 -5.03 增加5.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3 -0.16 10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3 -0.16 1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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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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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1 86,127,638   无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15,512,286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2.08 8,026,2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4 6,315,592   未知   

葛红金 境内自然人 1.17 4,500,000   未知   

马肖倩 境内自然人 0.87 3,350,000   未知   

潘捷 境内自然人 0.85 3,290,378   未知   

马惺旖 境内自然人 0.67 2,590,000   未知   



徐新喜 境内自然人 0.66 2,538,911   未知   

马小涛 境内自然人 0.60 2,32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上述股东中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

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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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变更日期 2017年 2月 21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17 年 2 月 22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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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宁波海越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所处行业总体运行平稳，公司的主要生产装置运行情况良好。 

上半年公司主要装置的运行时间、运行稳定性以及产品产量、产品销量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

长。1-6 月份，公司商品总产量达 57.36 万吨，同比增长 18.71%；商品总销量达 55.29 万吨，同比

增加 14.21%。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装置生产运行情况 

⑴ 丙烷脱氢装置 

上半年丙烷脱氢装置共运行 165 天，装置开工率为 91%。6 月下旬丙烷脱氢装置按计划进行

停工大检修。上半年装置共生产丙烯产品 24.34 万吨，平均生产负荷为 82%。 



⑵ 异辛烷装置 

上半年异辛烷装置共运行 171 天，装置开工率为 94%。6 月下旬异辛烷装置按计划进行停工

大检修。上半年，装置共生产异辛烷产品 25.01 万吨，平均生产负荷为 81%。 

⑶ 甲乙酮装置 

上半年甲乙酮装置共运行 171 天，装置开工率为 94%。6 月下旬甲乙酮装置按计划进行停工

大检修。上半年装置共生产甲乙酮产品 1.53 万吨，平均生产负荷为 74%。 

2、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 

⑴ 原料采购 

上半年，公司共采购醚后碳四原料 31.68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52.84%；采购低温丙烷原料

32.00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5.59%。 

⑵ 产品销售 

上半年，公司共销售产品 55.29 万吨，同比增长 14.21%。其中：销售丙烯 24.20 万吨，异辛

烷 23.69 万吨，甲乙酮 1.49 万吨，民用烃副产品 3.36 万吨，正丁烷副产品 1.30 万吨。 

㈡ 公司本部油气业务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成品油销售收入 204,960.97 万元，同比增长 0.72%，与去年基本持平。液化气销

售收入 5,740.94 万元，同比增长 25.07%，主要是产品销售价格提高带来的收入增长，异辛烷销售

收入 19,923.06 万元，同比增长 976.28%，主要原因为公司从 2016 年 6 月开始异辛烷销售业务，

同比数据仅 2016 年 6 月一个月。 

㈢ 本报告期，公司收费公路、物业租赁和其他业务基本保持稳定。其他各项工作按照年度经

营计划稳步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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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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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符之晓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