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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0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7-40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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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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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田股份 股票代码 00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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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 刘耿豪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 10 号

7-8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 10 号

7-8 楼 

电话 0755-86578985 0755-26951598 

电子信箱 zq101zq@163.com zqb26584355@163.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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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942,818.39 915,292,315.40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55,477.09 64,120,191.24 -8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038,385.46 57,826,197.59 -8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545,953.22 -32,415,729.58 -6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6 0.0731 -8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6 0.0731 -8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3.39%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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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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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953,970.41 4,216,605,005.18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34,062,813.57 2,057,370,962.9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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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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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培钊 境外自然人 27.69% 246,455,451 184,841,588 质押 51,440,000 

深圳市琨伦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1% 70,426,742  质押 23,110,000 

黄林华 境内自然人 4.99% 44,432,345 17,508,061 质押 23,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5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其他 2.71% 24,160,000    

北京裕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裕展稳进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14% 19,032,751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6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12% 18,868,185    

邓祖科 境内自然人 1.60% 14,218,292 10,724,592 质押 9,554,500 

红塔红土基金

－浙商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

－芭田股份平

层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49% 13,266,998 13,266,998   

广东西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西域诚长稳

赢壹号私募基

金 

其他 1.49% 13,261,436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睿

富二号 

其他 1.37% 12,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培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林华为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姐夫；黄淑芝、黄佩

淑分别持有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和 39%的股权，黄佩淑为黄林华配偶、黄培

钊姐姐，黄淑芝为黄培钊妹妹，他(她)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可能。未知其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域诚长稳赢壹号私募基

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261,436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49%；公司股东王倩倩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5,400,7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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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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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芭田债 112149 2018 年 01 月 25 日 54,000 5.8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6.26% 50.04% -3.7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95 4.24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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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194.28万元，同比下降了9.1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4,872.38万元，同比下降了17.38%，

其他业务收入8,321.90万元，同比上升了811.40%。发生营业成本67,152.33万元，同比下降4.80%，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59,239.02万元，同比下降了15.50%，其他业务支出7,913.31万元，同比上升了1719.16%。主营业务毛利率20.88%，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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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毛利率22.64%相比下降1.76%。管理费用7,756.80万元，同比下降6.68%，销售费用5,316.68万元，同比上升50.30%，财

务费用2,247.44万元，同比下降35.46%。实现利润总额690.10万元，同比下降89.4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25.55

万元，同比下降82.45%。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来源和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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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7]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

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17年6月12日开始按照前述会计准则执行，对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

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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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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