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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7-02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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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娟 董事 公务原因 黄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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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89,540,91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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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 股票代码 0005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楠 黄一桓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情侣南路 278 号 广东省珠海市情侣南路 278 号 

传真 0756--3321889 0756--3321889 

电话 0756--3292216，3292215 0756--3292216，3292215 

电子信箱 zph916@163.com zph9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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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落实珠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港兴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上市企业，

是珠海市港口发展和资本运作的重要平台。自2010年更名“珠海港”，公司拉开了

转型升级的大幕，逐步构筑了“港口物流”、“综合能源”和“港城配套”三大主业板

块联动发展的格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业未发生重大变化。 

1、港口物流板块 

港口物流板块包括港口业务、物流业务及港航配套服务。港口业务主要从

事港口码头的投资及运营；物流业务包括传统货运、仓储、保税VMI、商贸物

流、供应链金融及其他物流增值服务等；港航配套服务包括船代、货代、理货、

拖轮、报关及国际船舶航运等。 

2、综合能源板块 

综合能源板块包括电力能源和管道燃气。电力能源主要从事燃煤发电、风

电、天然气发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运营及服务；管道燃气主要依托珠海市政

府授予的珠海西部地区管道燃气业务特许经营权，从事珠海横琴新区、珠海市

西部城区城市管道燃气的建设、运营及维护，以良好设施和优质服务助力珠海

城市建设。此外，公司以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积极整合旗下

风电资产平台，报告期内港昇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并转变为做市交易方式，将

有助于风电板块价值发现，拓宽融资渠道。 

3、港城配套板块 

港城配套包括港城开发、物业管理及生产制造，其中港城开发以“代建工程

+自主开发”为主要模式，开展与港口物流相关的房产建设项目，致力于推动港

城一体化，为港口主业拓展规模、提供支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801,125,932.76 2,022,660,445.69 -10.95% 2,139,037,97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219,213.74 78,624,206.45 32.55% 17,143,81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600,395.47 67,689,328.86 23.51% -20,778,21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360,358.37 206,544,618.98 35.25% 204,675,155.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0 0.0996 32.53% 0.0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0 0.0996 32.53% 0.0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3.16% 0.89% 0.7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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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5,721,015,456.50 5,474,452,420.43 4.50% 5,360,256,47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16,708,657.32 2,526,988,917.93 3.55% 2,448,652,545.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56,858,595.53 522,409,690.03 477,338,643.34 444,519,00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9,968.40 47,918,003.09 11,074,314.54 20,216,9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047,569.70 30,563,866.12 8,322,506.20 21,666,45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13,818.99 49,813,328.12 119,651,362.47 42,481,848.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1,71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6,1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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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3% 203,923,947 0   

珠海科技奖劢

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1% 14,256,000 14,256,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0.86% 6,799,879 0   

王海榕 境内自然人 0.82% 6,450,049 0   

吴永进 境内自然人 0.47% 3,742,525 0   

蒋荣平 境内自然人 0.40% 3,185,110 0   

邹国平 境内自然人 0.40% 3,147,709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

AL PLC. 

境外法人 0.39% 3,096,818 0   

珠海教育基金

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3,088,800 3,088,800   

广州天朗六菱

摄影器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3,010,25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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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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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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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邹国平以所持 3,147,709 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2、股东刘正平以所持 2,468,000

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3、股东蒋荣平以所持 1,575,610 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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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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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珠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1 珠海债 112025 2019 年 02 月 28 日 50,000 6.80%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6 珠海债 112479 2021 年 11 月 21 日 60,000 3.73%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1 珠海债：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支付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期间的债

券利息； 

16 珠海债：本报告期内未达付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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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1珠海债：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2011 年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11

珠海债”信用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并最后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整至AA，评级展望

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此次评级调整不会对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造成影响。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对公司2016年度债券信用跟踪

评级工作，跟踪评级结果报告将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披露，敬请投资者

关注。 

 

16珠海债：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券评估

有限公司对“16珠海债”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最后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对公司2016年度债券信用跟踪

评级工作，跟踪评级结果报告将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披露，敬请投资者

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9.00% 48.89% 0.1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61% 12.57% 2.04% 

利息保障倍数 2.3 1.65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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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重要开局之年，面对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复

苏疲弱常态，国际政治“黑天鹅事件”频发的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在以“稳增长”

为主基调的政策导向下，中国GDP保持6.7%的缓中趋稳、稳中蓄进增长态势。

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企改革各项措施逐步落地，实体经

济在转型换挡中不断累积了向上的动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挑战和新机

遇，在珠海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和大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在证券监管部门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的正确指导下，董事局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升级“五大战略”内涵，以

改革创新提速转型升级，以合规运作保障健康发展，带领公司进一步夯实主业

发展基础，整体效益同比获得良好增长。 

一年以来，公司三大主业板块稳中有进，进一步构筑跨越发展的基石。创

新模式促转型，港口物流板块稳中有进；资本+产业双轮驱动，综合能源板块发

展提质加速；打造精品工程，港城开发主业扎实前行。经审计，公司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18.01亿元，同比下降10.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4亿元，

较上年增长32.55%，每股收益0.13元，净资产收益率4.05%。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物流贸易 358,284,041.93 10,159,513.11 2.84% -53.06% -67.39% -1.24% 

物流服务 473,538,194.50 76,775,491.53 16.21% 7.64% 7.54% -0.02% 

综合能源 308,531,722.06 141,600,813.91 45.90% 32.84% 43.81% 3.50% 

饮料食品 341,752,038.20 97,498,404.35 28.53% -11.04% -23.85% -4.8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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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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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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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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