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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7-044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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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樊勇 独立董事 出差国外 陈运森 

武良成 独立董事 出差国外 冯绍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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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星源 股票代码 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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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晓春先生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17 号华乐大厦 3

楼 
 

电话 0755-82208888  

电子信箱 xiaochun@sf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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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98,763.15 189,952,624.19 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57,294.82 126,977,992.28 -1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698,083.60 -11,863,05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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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715,190.40 -33,658,275.0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120 -1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120 -1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10.48%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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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696,977.37 2,527,235,374.10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4,763,473.91 1,282,520,768.7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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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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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7.41% 184,240,445 0 质押 184,000,000 

深圳市博睿意

碳源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31,789,630 24,701,033 质押 24,701,033 

深圳市城市建

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2% 28,761,987 0   

陈栩 境内自然人 1.99% 21,059,496 21,041,096   

林丹娜 境内自然人 1.90% 20,125,613 0   

许培雅 境内自然人 1.87% 19,820,712 19,820,712 质押 19,820,700 

上海勤幸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 10,695,187 10,695,187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8,777,072 0   

杭州环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2% 7,574,795 7,574,795   

新疆盘古大业

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6,575,342 0 质押 6,575,342 

陈振新 境内自然人 0.62% 6,575,342 6,575,3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博睿意碳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陈栩、

许培雅为关联方。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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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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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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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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吸收合并了浙江博世华环保环境清洁技术工程服务业务以及将本司其他储备的清洁技术嫁接于商业模式行动

的基础上，本司积极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城市拓展新的水资源、有机固废等经营性项目。本司在报告年度内开始重点在“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即印度尼西亚）拓展综合的水资源业务。 

本报告期内，本司重点打造了水资源和水环境开发、管理的海外业务平台，初步形成了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且专注

水资源项目开发的海外公司。 

在本报告期内，本司扩展了原先主营业务，新的基本架构如下：  

1. 交通及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经营，拓展为：交通、清洁能源、水资源基础设施经营。 

2. 低碳技术集成和环境处理服务，拓展为：低碳技术集成、水处理设备销售和环境处理服务。 

3. 不动产开发管理及工程监理，拓展为：不动产开发管理、工程监理和建筑、工程设计服务。 

4. 酒店经营及综合物管服务，拓展为：酒店经营、物管服务和定制化装饰服务。 

5. 不动产项目权益投资组合管理，拓展为：不动产项目权益投资组合管理和工业园区开发。 

    （一）交通、清洁能源、水资源基础设施经营业务 

在本报告期内，本司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人口稠密国家的特点，结合水资源综合治理的“中国经验”把实现

水电项目商业潜力同清洁饮水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拓展了多个水资源早期开发项目的机会。加快了以往清洁水供应系统项

目的前期工作效率。 

    （二）低碳技术集成、水处理设备销售和环境处理服务业务 

在本报告期内，本司开始启动清洁水供应相关处理设备、成套净水系统印尼营销渠道的工作；还新增了对大型再生水、

工业污染水处理的工业园区配套的建设项目和环境清洁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的业务。固废、危费类环境处理业务也在提速增长。 

    （三）不动产开发管理、工程监理和建筑、工程设计服务的回顾 

本报告期内，除了不动产开发管理、工程监理的业务正常开展之外，还新增了工程设计服务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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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店经营、物管服务和定制化室内装饰业务、新增的专业楼宇洁净水管理服务的回顾 

本报告期内，酒店、物业管理等业务正常开展外，规模化地推出了新形成的定制化室内装饰业务。自本报告期起，“智

慧空间”品牌下的物业管理团队推出了新创的“楼宇洁净水管理服务”。 

    （五）不动产项目（土地）开发权益的投资管理 

本报告期内，奉贤市场项目作为潜在的新不动产管理项目进入公司管理层所考虑的收购前期准备工作。除此之外，没

有新的其他不动产（土地）开发权益投资管理业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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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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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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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丁芃 

                                                      二0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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