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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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5,845,058.33 393,037,947.12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17,243.65 15,263,230.79 3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087,138.35 13,113,595.53 4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888,005.43 56,067,099.82 -5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0193 36.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0193 36.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5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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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9,314,647.90 5,915,200,733.05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3,449,525.23 2,742,623,018.7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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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60.68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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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747.26 

主要是珠海港物流获得珠海市

财政局交通运输重点项目等补

助资金 116 万元，珠海外代获得

海事港建手续费 17 万元，云浮

新港获得港务费返还 11 万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50,000.00 
主要是收回江苏金昉纺织有限

公司款项 45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6,123.58 
主要是公司获得天鸽台风保险

赔偿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4,422.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282.32  

合计 1,730,10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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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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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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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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 7,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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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家碧 境内自然人 0.47% 3,730,2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

元顺安丰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3,3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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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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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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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49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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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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家碧 3,7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0,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32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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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丰

进”【155】号单一资金信托 
1,7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2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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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刘正平以其所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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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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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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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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2,470.68 45,686.41 36.74% 
主要是本年预计贷款形式可能紧张，

适当提高货币持有量所致 

应收票据 3,815.12 2,552.84 49.45% 
主要是收到电费结算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多所致 

预付款项 10,357.57 3,573.13 189.87% 
主要是本年新增子公司 2-3月份煤炭

业务预付的货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11,870.17 2,200.16 439.51% 

主要是本年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比上年

末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

理 
4.55 1.89 141.06% 主要是基期计算基数小所致 

短期借款 63,000.00 23,400.00 169.23% 
主要是本期流动资金贷款比上年末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 8,996.63 5,900.14 52.48% 
主要是本年新增子公司 2-3月份煤炭

业务预收的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3,316.44 5,008.88 -33.79% 

主要是本年一季度支付计提的 2017

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应付利息 1,235.35 3,225.95 -61.71% 主要是本年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907.15 16,375.80 -33.39% 主要是本年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0.24 0.16 45.00% 主要是基期计算基数小所致 

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发生额 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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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

失 
-45.90 -105.27 56.40% 

主要是本年一季度收回以往已确认为

坏账的款项比上年同期收回款项减

少，导致本年因收回款项而冲回的坏

账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0.08 -0.21 136.56% 主要是基期计算基数小所致 

其他收益 542.83 0.00 100.00% 

主要是本年政府补贴中符合其他收益

确认条件的部分，从营业外收入转入

其他收益科目核算所致 

营业外收入 87.00 555.79 -84.35% 

主要是本年政府补贴中符合其他收益

确认条件的部分，从营业外收入转入

其他收益科目核算所致 

营业外支出 38.80 13.10 196.20% 

主要是本年设备报废及台风损坏厂房

维修费用等原因，导致本年营业外支

出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94.54 328.05 81.24% 
主要是本年确认中化珠海等参股公司

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99.48 756.44 45.35% 
主要是本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88.80 5,606.71 -57.39% 

主要原因是本年部分成员企业收到的

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减少；本年公司

发展规模扩大的需要使职工数量增

多，导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本年垫付进

口税款及相关费用等费用同比上年同

期增加，使“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相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057.33 -8,820.36 -70.71% 
主要是本年购买理财产品以及新增对

参股公司的投资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277.01 15.50 188812.14% 
主要是本年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比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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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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

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的参股企业珠海新

源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新源热力”）的大股东珠海盛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盛源”），拟将其持有的珠海新源热力60%股权作价14,677.52万元转

让给山东盛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盛源”），鉴于此次股权转让为

珠海盛源与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山东盛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影响珠

海新源热力原有资产及正常经营活动，为维护良好股东关系及业务发展，公司

拟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相关决议已报送深交所备案。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刊登了《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11珠海债”2018年付息公告》，公司委托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上述付息资金已于2018年3月

1日按期到账相应的付息网点。 

3、根据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航运”）拟与海南成功网

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珠海港成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将

投资购置1艘2万吨级和新建2艘2.58万吨级沿海多用途船舶，以拓展钢材等散杂

货的沿海运输业务，项目总投资预计为19,180万元。具体详见刊登于2018年3月

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珠海港航运拟成立

合资公司并购置、新建海船项目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合资公司已完

成工商设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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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持股30%的参股企业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的决策效率，有利于各方股东的共同利益，公司拟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自2018年4月20日起生效，至生效之日起

满36个月时终止。具体详见刊登于2018年3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上述

协议。 

5、根据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持股15%的参股公司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碧辟”）的大股

东BP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形式对珠海碧辟增资41,500万美元（出资金额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基于有序退出非主业的战略考量，公司拟放弃本次同步

增资的权利，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珠海碧辟的股权将下降至8.1%。具体详见

刊登于2018年3月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

司拟放弃对参股企业珠海碧辟同步增资权利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

述增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6、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于2018年4月1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2018年4月1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

已于2018年4月25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33,244,148.33 元，关联方主要包括公司

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

2018 年 01 月 26 日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8-005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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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股企业等。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7年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经审慎评估，公司拟对存在减值迹

象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1,797.70 万元，计入 2017 年度损益。 

2018 年 03 月 20 日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8-015 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收到珠海港集

团的承诺函，根据《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珠海港集团就目前所持公司

股份承诺如下：珠海港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发行期首日）

以及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六个月

内，对所持公司股份无减持计划。 

2018 年 03 月 27 日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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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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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向行业分析师介绍公司 2017 年年报业

绩情况、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具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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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深交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其他 其他 

以网络互动形式，面向全体投资者召开

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介绍公

司 2017 年年报业绩情况，公司经营发

展情况。具体记录详见深交所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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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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