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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2021-059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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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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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英红 独立董事 因公 谢晓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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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恒运 A 股票代码 0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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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晖先生 廖铁强先生 

办公地址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号恒运大厦 6-6M

层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号恒运大厦 6-6M

层 

电话 020-82068252 020-82068252 

电子信箱 hy000531@hengyun.com.cn hy000531@hengy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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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66,357,870.25 1,633,630,782.42 1,633,630,782.42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303,133.56 613,941,547.82 613,941,547.82 -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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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2,864,590.43 580,395,423.59 236,219,670.78 -1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493,942.86 427,161,713.25 427,161,713.25 -10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01 0.8962 0.8962 -6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1 0.8962 0.8962 -6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13.55% 13.55%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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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7,164,744.41 13,604,486,324.83 13,604,486,324.83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15,832,512.42 5,082,332,172.70 5,082,332,172.7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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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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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2% 178,914,710 0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5% 125,703,386 0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7% 92,301,178 0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 23,982,718 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68% 11,500,000 0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1,296,216 0   

王廷伟 境内自然人 0.57% 3,927,000 0   

叶立棋 境内自然人 0.22% 1,527,719 0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21% 1,420,218 0   

金玉香 境内自然人 0.21% 1,416,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除上述股

东外，其他前十名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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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然人股东叶立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503,919 股；公司自然人股

东金玉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4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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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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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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21 恒运
MTN001 

102100606 
2021 年 

03 月 30 日 

2021 年 

04 月 01 日 
800,000,000 4.26%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恒运
SCP001 

12100311 
2021 年 

01 月 20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 
400,000,000 3.6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5.93% 58.1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1 10.34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在全体股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董事会的科学决策下，公司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以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准凝心聚力建设“红色铁军、绿色产业、金色效益”新恒运。公司业务

主要涉及发电、供热、新能源、金融、园区建设，新材料及节能环保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电、热销售量以及上网电价、供热单价同

比上升使得上网电收入、供热收入同比增加，以及恒建投公司结转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减少。报告期内公

司完成上网电量29.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17%；销售蒸汽200.05万吨，同比增长23.94%。实现营业总收

入19.66亿元，同比增长20.37%；报告期内持有越秀金控股权确认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报告期内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286.46万元，同比（上年同期调整后）减少14.12%，综合电、

热产品量、价同比上升扣减燃煤成本上涨后效益同比减少、房地产业务利润同比减少等影响。报告期内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930.31万元，同比减少64.28%。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许鸿生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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