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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7-058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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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基达鑫 股票代码 0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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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军 朱海花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电话 0756-3226342 0756-3226242 

电子信箱 peterlai@winbase-tank.com zhuhaihua@winbase-t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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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38,651.14 103,141,902.79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795,422.30 28,667,134.28 3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208,858.42 27,015,215.83 1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199,329.13 39,013,621.47 49.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8 0.0708 35.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8 0.0708 3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2.56%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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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648,337,891.97 1,537,385,251.06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7,689,131.02 1,154,440,882.2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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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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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34% 175,530,000 7,500,000 质押 7,500,000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 15,005,000 15,000,00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26% 9,150,000 6,862,500 质押 7,500,000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85% 7,500,000 7,500,000 冻结 7,500,000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7,500,000 7,5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5,593,213 0   

孔莹 境内自然人 0.74% 3,001,500 3,000,000 质押 3,000,000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3,000,000 3,000,000   

祝海娟 境内自然人 0.68% 2,771,800 0   

深圳鹏万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1,500,000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与张辛聿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为母子

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张辛聿先生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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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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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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100,874,645.71元，同比下降0.32%；实现营业利润37,863,788.89元，同比增长5.31%，主要

原因是按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准则规定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规费收入调至“其他收益”

中，增加了本期营业利润。实现利润总额41,812,297.42元，同比增长7.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795,422.30

元，同比增长35.33%，主要系所得税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成本58,462,633.35元，同比增长11.91%,主要原因是武汉恒基营业成本增加所致；管理费用

13,681,144.14元，同比增长26.73%,主要原因是珠海恒基研发费用增加所致；财务费用6,462,288.86元，同比增长6.19%，

主要系本报告期贷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8,199,329.13元，同比增长49.1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武汉恒基达鑫收

到政府补贴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323,216.50元，同比下降224.6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珠海恒基投资

理财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2,812,416.41元，同比增加41.3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武汉恒基达鑫银

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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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因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将自 2017 年 01 月 01 日起企业发生的计入“营业外收入”项目中的政府规费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日益扩大，业务性质及客户群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结合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应收款项相关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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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本公司的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星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于 2017 年 3月 10日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400MA4MA37Q3L号《营业执照》，该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报告期本公司的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扬州华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月 04日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081MA1NX7QH3Y号《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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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本公

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本报告期本公司的子公司恒基达鑫（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 2017年 3月 28日通协议收购的方式取得了鑫创国际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在澳门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对商业登记证明进行了变更，商业登记证明编号：59168（SO），该公司注

册资本为澳门元 25,000，根据公司章程，恒基达鑫（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出资澳门元 25,000,占注册资本的 100%，本公司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变更完成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青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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