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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9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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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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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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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旭志 刘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 6 号院 1 号楼

8 层 4 单元 

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 6 号院 1 号楼

8 层 4 单元 

电话 010-63722821 010-63722821 

电子信箱 bhny_2018@126.com bhny_20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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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5,786,482.93 217,490,524.48 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47,298.68 -17,565,668.76 -12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42,533,323.22 -18,013,345.83 -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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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516,484.78 -11,338,179.44 -28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2 -0.0791 -12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2 -0.0791 -12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7% -3.01% -3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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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866,324.67 1,014,337,624.73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633,876.14 303,781,174.82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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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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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阳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0% 44,429,508 0   

天津泰达

投资控股

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54% 14,537,331 0   

天津京津

文化传媒

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11,107,377 0   

王早香 
境内自然

人 
2.27% 5,041,401 0   

杨绍校 
境内自然

人 
1.92% 4,273,200 0   

张霞 
境内自然

人 
1.35% 3,000,000 0   

天津仕澜

文化资产

管理中 

心（有限

合伙） 

境内自然

人 
1.33% 2,951,810 0   

李小军 
境内自然

人 
1.18% 2,620,000 0   

王爱香 
境内自然

人 
1.00% 2,228,100 0   

赵广军 
境内自然

人 
0.96% 2,13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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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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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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月 1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月 12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杨雪岗 

变更日期 2022 年 01月 1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01月 12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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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控股权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2020-041）《关于公司控股权转让处于筹划阶段的

提示性公告》（2020-042），为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发展，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正在筹划公司控股权的转让工作。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21-031），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36 号）等有关规定，京津文化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44,429,508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批复的公告》

（2021-032），京津文化将持有的 44,429,50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在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文交

所”）挂牌，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进行转让的事项已获得市文改办批准。 

  2021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

公司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1-034），京津文化已正式向文交所提交《产权转让信息预披露申请书》，本次产权

转让信息预披露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2021年 7月 30 日至 2021年 8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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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

公司部分股份的正式披露公告》（2021-037），京津文化已正式向文交所提交《产权转让信息发布申请书》，本次产权

转让信息正式披露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2021年 8月 30 日至 2021年 9月 26 日） 

  2021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征集受让方方式协议转让

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2021-038），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信息正式披露期内，共有 1家意向受让方向文交所提交

了受让申请材料，并足额缴纳相应的保证金。京津文化将组织专业中介机构协助对意向受让方进行综合评审，按照《上

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最终受让方并与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经综合评审，如最终没有产生有效意向受让方，京津文化将继续启动公开征集程序。 

  2021 年 10 月 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1-

044），京津文化与旭阳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京津文化拟向旭阳控股转让其持有的 44,429,508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00%），总价款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折合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3.50 元。 

  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公司获悉旭阳控股于 2021年 11月 30日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716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旭阳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天津滨海能源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

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2021 年 12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获得天津市

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2 日收到京

津文化发来的告知函，京津文化收到市文改办《关于同意〈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批复》

（津文改办批〔2021〕19 号），市文改办同意京津文化与旭阳控股签订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

议》，该协议正式生效。 

2022 年 1 月 11日，公司收到通知，本次交易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过户日期为 2022 年 1月 10 日。本次股份

过户完成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前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京津文化 55,536,885  25% 11,107,377  5% 

旭阳控股 0 0% 44,429,508  20% 

  本次交易前，京津文化持有公司 55,536,8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旭阳控股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为京津文化，实际控制人为市文改办。 

  本次交易后，旭阳控股持有公司 44,429,50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京津文化持有公司 11,107,377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旭阳控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杨雪岗先生。 

（二）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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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工作调整，张云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李渤洋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和总经理职务；魏伟先生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赵海涛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上述辞职报告于 2022 年 2月 9日

生效； 

2、公司 2022 年 2月 9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选举贾运山先生、李庆华先生、苑希现先生、张建

国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经 2022 年 2月 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选举贾运山先

生为公司董事长；经董事长贾运山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202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聘任侯旭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聘任李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因个人工作变动，李超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报告于 2022 年 7月 6日生效；经总经理侯旭志先生提

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及 2022 年 7月 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谢鹏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 

（三）重大关联交易 

（1）公司公开摘牌受让天津市东丽区五经路 23 号土地、厂房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日通

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拥有的天津市东丽区五经路 23 号土地、厂房，经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上述资产账面价值 5,564.18万元，评估价值 9,103.52万元。公司作为受让方参与摘牌，摘牌价格不高于挂牌底

价 9,103.52万元。本次公开摘牌受让天津市东丽区五经路 23号土地、厂房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经营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 11月 18 日，公司

与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签订了《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合同编号：20190005），该合同已经文交所审核

备案。2019 年 11月 29 日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完成支付转让价款。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固定资产登记，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11月实现承租使用，土地过户手续

正在办理中。 

（2）公司向控股股东旭阳控股借款事项 

  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部分金融机构借款，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累计申请向公司控

股股东旭阳控股借款 5000 万元（额度内循环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首次 2800 万元借款协议于 2022年 3月 1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22 年 6 月 9 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借款金额至 5000 万元的借款补充协议，并于 2022年 6 月 30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借款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于借款协议生效之日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标准执行，即 3.7%；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3 月 11日至 2023 年 3 月 10日。 

（3）公司向股东京津文化借款事项 

  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部分金融机构借款，缓解流动资金压力，申请向公司股东京津文化

借款 1800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经 2022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2 年 6月 30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借款利率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于借款协议生效之日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执行，即 3.7%；借款期

限自 2022 年 3月 11日至 2023年 3月 10日，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12%股权质押。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四）子公司重大事项 

 公司子公司羲和拍卖自 2016 年设立以来，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精简组织结构、降低管理成

本的考虑，对羲和拍卖进行清算及注销。2022 年 8 月 8 日，羲和拍卖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取得了天津市西青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详情请参阅 2022 年 6月 2日、2022年 8月 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清算及注销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关于子公司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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