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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8-054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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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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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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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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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锐 张向东 

办公地址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 

电话 022-66202230 022-66202230 

电子信箱 bhe_ir@126.com bhe_ir@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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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978,452.65 380,942,843.42 6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34,351.32 -15,162,203.54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98,316.55 -18,860,015.70 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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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624,512.75 33,996,199.55 3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4.7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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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791,958.88 1,727,724,473.84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3,734,975.37 337,669,326.6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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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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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京津文化

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55,536,885 0  0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0% 27,314,108 0  0 

天津仕澜文化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0% 7,119,554 0  0 

张霞 境内自然人 2.38% 5,280,000 0  0 

李小军 境内自然人 1.10% 2,446,300 0  0 

沈阳铁道煤炭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820,000 0  0 

孟小宁 境内自然人 0.75% 1,669,952 0  0 

张治安 境内自然人 0.62% 1,367,100 0  0 

王志宏 境内自然人 0.61% 1,357,500 0  0 

赵广军 境内自然人 0.54% 1,2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天津仕澜文化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7,119,554 股。张霞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80,000 股。孟小宁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9,952

股。王志宏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0,000 股，在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1,0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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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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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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3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6.42%，公司实现净利润-1393.44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亏损幅度减少8.10%，经营业绩亏损原因：由于全资子公司泰达能源每年四、五、六月为供热淡季，每年上半年业绩均

为季节性亏损，同时2018年上半年燃煤采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同时根据环保要求，报告期内燃气蒸汽产量比去年同期大幅

提高，导致报告期内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经营业绩亏损加大；但由于天津海顺于2017年6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7月开始合

并财务报表，2018年上半年天津海顺财务数据合并进入公司财务报表，使公司2018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

加，亏损幅度小幅降低。 

在公司治理方面，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全体职工尽责履职，“三会”运作规范、科学决策，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各项经

营活动有序开展，强化安全生产和稳定供应，确保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在天津上市公司协会组织下，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同

时加强了对投资者的走访接待和宣传工作，及时答复投资者提问，规范接待调研活动，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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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6年12月30日签署的《天津滨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袁汝海持有的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以

及对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协议》，公司以13,307.46万元的自筹资金方式受让天津海顺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

合计持有天津海顺51%股权，其中3,196.40万元用于受让天津海顺部分股权；10,111.06万元用于增资天津海顺。2017年6月15

日，公司支付完成收购天津海顺股权3,196.40万元及增资的首笔款项4,000万元，并于2017年6月19日办理完成了天津海顺工

商变更手续，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持有天津海顺51%股份。其余增资款于2017年12月12日划入天津海顺账户，天津海

顺成为控股子公司，自2017年7月1日将天津海顺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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