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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公司负责人欧辉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学家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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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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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074,963,939.10 5,721,015,456.50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13,817,512.64 2,616,708,657.32 3.7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9,935,479.97 -5.74% 1,295,584,828.15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087,468.66 18.18% 111,990,135.09 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30,222.66 63.78% 109,160,283.14 7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03,425,874.99 -1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18.57% 0.1418 33.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18.57% 0.1418 3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05% 4.20% 0.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5,139.91 

主要是本期珠海港物流，珠海可

口可乐，云浮新港处置固定资产

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10,708.33 

主要是本期珠海港物流收到

2016 年促进外贸增长调结构扶

持金，港兴燃气收到横琴天然气

项目补贴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251,488.68 

主要是本期珠海港物流收回应

收账款-珠海市联彤能源有限公

司 111.40 万元，应收账款-江苏

金昉纺织有限公司 313.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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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回对应的坏账准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6,524.13 
主要是本期发生精准扶贫捐赠

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48,872.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2,088.76  

合计 2,829,851.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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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榕 境内自然人 0.90% 7,100,049 0   

黎东 境内自然人 0.74% 5,830,000 0   

吴民 境内自然人 0.59% 4,65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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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平 境内自然人 0.32% 2,515,681 0   

莫家碧 境内自然人 0.23% 1,850,000 0   

苏勇 境内自然人 0.19% 1,5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3,923,947 人民币普通股 203,923,947 

王海榕 7,100,049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49 

黎东 5,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30,000 

吴民 4,658,180 人民币普通股 4,658,180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3,010,254 人民币普通股 3,010,254 

刘正平 2,515,681 人民币普通股 2,515,681 

莫家碧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苏勇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4,700 

李长浈 1,2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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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刘正平以所持 2,515,681 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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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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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091.48     1,522.00  103.12% 主要是本期东电茂霖、辉

腾锡勒测试公司收到电费

结算的银行承兑汇票；本

期珠海港物流卷钢运费改

为票据结算。 

 预付款项    8,998.31     2,912.02  209.01% 主要是本期珠海可口可乐

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和珠

海港物流增加预付钢材业

务购货款所致 

 应收股利   1,046.57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未收到中化珠

海分红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876.01     7,505.69  151.49% 主要是本期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0.73         2.65  -72.45% 主要是比对基数较小 

 短期借款  43,150.00    26,750.00  61.31% 主要是本期公司流动贷款

同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4,270.52     2,300.91  85.60% 主要因本期珠海港物流支

付钢材业务款项导致应付

票据的增加。 

 应付账款  27,188.80    17,783.30  52.89% 主要是本期珠海港物流可

乐饮料业务增长，珠海可

口可乐应付供应商采购款

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     196.70       105.65  86.19% 主要是本期港兴燃气按规

定提取在建天然气利用工

程专项储备金和广华燃气

提取安全生产基金增加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0.09         0.14  -35.71% 主要是比对基数较小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发生额 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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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     -172.94     1,498.92  -111.54% 主要是本期珠海港物流收

回以往已个别确认大额坏

账的款项后将其冲回；上

年同期珠海港物流由于涉

诉应收款项的影响存在个

别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

本年未发生须个别大额计

提坏账的情况  

 营业外收入     519.36     1,430.91  -63.70%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中符

合“其他收益”确认条件的

部分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4.43       151.61  166.76% 主要是本期发生精准扶贫

对外捐赠款项所致 

 所得税费用    2,993.38     2,031.57  47.34% 主要是本期公司主营业务

利润同比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84.32    -4,119.93  -196.71%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少数股

东投资款同比上年同期增

加，本期偿还借款同比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竞拍中特物

流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的珠海综合能源有限公司10.8055%

股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公司持有珠海

综合能源有限公司10.8055%股权。 

 

2、根据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台风灾害影响情况的提示性公

告》，经公司初步测算，两场强台风灾害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约为人

民币2300万元，主要是仓储货物损失。公司正在与保险公司积极联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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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事宜，争取最大限度降低实际损失。截止本报告披露日，经与保险公司

初步沟通定损、理赔等事宜，预计公司自身承担的损失金额约460万元，公

司后续将继续跟进保险实际定损、理赔等事宜，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台风灾害影

响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7-050 号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富达基金到公司调研，公司

介绍业务经营情况、发展规划及行业现

状等。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其他 其他 
公司召开 2017 年半年度业绩网上说

明会，以互动问答形式，向投资者介绍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绩情况、经营发

展情况、未来发展机遇及规划等。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根据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拟在2016年

—2018年期间，每年向茂名市电白区观珠镇严坑村和葛山村捐赠扶贫项目资金人民币200万元

（每村各100万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将本年度专项扶贫资金200万元转至电白区

财政专门帐户。 

2017年前三季度，严坑村与葛山村完成了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扶贫助学、自然村路硬底

化的扶贫项目，扶贫资金总共投入77万元，其中扶贫助学帮扶共帮助了85名贫困学生，完成

了2.5千米村路硬底化、3千米路灯亮灯工程、建设完成一个村级垃圾焚烧炉。产业扶贫方面：

严坑村建设蔬菜种植扶贫产业基地，葛山村建设鸽子养殖扶贫产业基地，两个扶贫产业现全

面进行建设将在年底完成投产。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不适用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2017年第四季度严坑村扶贫工作计划： 

1、落实村内“三清三拆”工作。 

2、完成道路建设项目。 

3、进行农田水利陂头建设。 

4、帮助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 

5、加快完成蔬菜扶贫产业基地建设。 

6、有劳动力贫困户每户至少有1人经培训实现转移就业。 

7、落实严坑村助学活动，发放助学金。 

8、开展种养技能培训。 

9、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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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四季度葛山村扶贫工作计划： 

1、落实村内“三清三拆”工作。 

2、完成部分道路建设项目。 

3、修建商铺。 

4、继续进行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 

5、帮助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 

6、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实施产业化，畜禽养殖业，资助贫困户养殖牛、猪、鸭等。 

7、有劳动力贫困户每户至少有1人经培训实现转移就业。 

8、加快完成鸽子养殖扶贫基地建设。 

9、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10、开展种养技能培训。 

11、实现计划生育达标。 

12、实现通邮、通电视和通网络到村。 

13、实现村民饮水安全。 

 14、建设垃圾回收池，购置垃圾回收车，聘请专人定期开展垃圾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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