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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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278,625,948.75 6,838,678,092.54 6,838,678,092.54 3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69,964,761.43 2,873,645,286.42 2,873,645,286.42 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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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068,022.79 14.05% 2,388,244,662.15 3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602,386.75 4.49% 146,141,541.97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634,951.11 18.67% 138,832,006.53 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4,563,915.90 -2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2.68% 0.1723 -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2.68% 0.1723 -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30% 3.17% -1.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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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675.92 
主要是出售子公司投资收益及

固定资产清理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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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2,321.44 

主要是子公司珠海港物流获得

珠海市财政局交通运输重点项

目补助资金 200 万元；子公司

港兴燃气获得天然气价格补贴 

71 万元；子公司云浮新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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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费返还 64 万元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03,591.43 

取得子公司广西广源物流有限

公司确认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77,223.86 

主要是公司收到的台风保险赔

偿款及子公司成功航运、珠海港

远洋收到的船舶保险理赔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20,304.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6,973.01  

合计 7,309,53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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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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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 275,747,150 71,823,203   

珠海华金领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华金创盈

六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 41,436,464 41,436,464   

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7% 27,624,309 27,624,309   

张沐城 境内自然人 1.64% 15,299,200    

珠海科技奖劢基

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14,256,000 14,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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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榕 境内自然人 0.77% 7,200,049    

吴民 境内自然人 0.50% 4,658,180    

莫家碧 境内自然人 0.40% 3,730,200    

珠海教育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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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 3,0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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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沐城 15,2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99,200 

王海榕 7,200,049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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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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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忠勇 2,3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500 

陈炯方 2,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 

崔志华 1,650,015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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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91,219,199.26 934,770,574.85 456,448,624.41 48.8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预付款项 102,111,937.80 40,029,610.42 62,082,327.38 155.09%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167,444,900.93 87,368,330.30 80,076,570.63 91.65%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煤炭存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0,795,202.08 42,860,176.21 57,935,025.87 135.17%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采购资产的待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0.00 1,372,380,675.36 -1,372,380,675.36 -100% 

主要是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调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科目核算。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2,621,181,225.57 0.00 2,621,181,225.57 — 

主要是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 

在建工程 344,006,777.50 274,195,115.81 69,811,661.69 25.46% 

主要是报告期内珠海市西区天然气利用工程

项目、大利口码头项目（1-4#泊位）、珠海港

航运新建多用途船舶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3,399,131.37 35,086,192.16 -11,687,060.79 -33.31%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698,000,000.00 462,000,000.00 236,000,000.00 51.08% 主要是报告期内一年内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3,322,669.82 35,380,268.10 -12,057,598.28 -34.08%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30,724,410.02 697,046,628.43 -566,322,218.41 -81.25% 

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公司债“11珠海债”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02,419,986.08 0.00 502,419,986.08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62,231,176.54 109,417,696.57 -47,186,520.03 -43.1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10,884,575.43 7,416,530.34 3,468,045.09 46.76%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评估增值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1,662,183,935.44 801,498,128.41 860,685,807.03 107.38% 主要是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86,961,172.48 473,006.32 1,286,488,166.16 271981.18% 

主要是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首日执行新准

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其

他综合收益所致。 

专项储备 3,958,587.82 2,369,101.32 1,589,486.50 67.09%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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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88,244,662.15 1,790,164,131.98 598,080,530.17 33.41%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煤炭供应链业务的增

长所致。 

营业成本 2,028,352,567.77 1,429,267,100.07 599,085,467.70 41.92%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煤炭供应链业务增长，

成本随收入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329,994.24 1,967,945.50 3,362,048.74 170.84%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97,127.92 0.00 -1,097,127.92 — 

主要是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将坏账准备调整至“信用减值

损失”项目核算。 

资产减值损失 0.00 8,454,757.94 -8,454,757.94 -100% 

主要是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会计准则，将坏账准备调整至“信用减值

损失”项目核算。 

资产处置收益 531,743.66 1,052,182.98 -520,439.32 -49.46%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固定资产清理收益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20,068.91 10,619,725.92 -9,899,657.01 -93.22%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计提或有负债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563,915.90 149,339,434.09 -34,775,518.19 -23.29%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煤炭存货增加，购入商

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8,652,654.61 -392,000,219.84 -16,652,434.77 -4.25%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9,223,257.31 504,613,774.67 224,609,482.64 44.5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435,194,021.95 262,329,252.45 172,864,769.50 65.9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

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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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及2019年7月31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鉴于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详见刊登于2019年7月1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根据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及2019年7月31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的公司债券。具

体详见刊登于2019年7月1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公告》。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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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向监管部门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3、根据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及2019年8月13日召开的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为进一步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承担管理或监督职责的管理人员合法权益，公司拟投保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具体详见刊登于2019年7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珠海

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完成相关保险投保工作。 

      4、根据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六次决议，为加快公司能源环保主业的发展，提升风力发电

业务的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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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的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

埇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具体详见刊登于2019年8月1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收购安徽埇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安徽埇秦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已完成

交割并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成功发行 2019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

资券 
2019 年 08 月 22 日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8-040、

2019-016、2019-048、2019-082 公告。 

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2019 年 08 月 22 日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9-068、

2019-081、2019-083 公告。 

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控股及

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2019 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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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5、

2019-073、2019-075、2019-091、2019-092

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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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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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0 20,000 0 

合计 30,000 2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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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8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向行业分析师介绍公司 2019 年半年报

业绩及经营发展情况。具体记录详见深

交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9 年 08 月 27 日 其他 其他 

以网络互动形式，面向全体投资者召开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介绍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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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