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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5-07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山公用 股票代码 00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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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晖 梁绮丽 

电话 0760-88380008 0760-89886813 

传真 0760-88380022 0760-88830011 

电子信箱 caoh@zpug.net moon@zpug.net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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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0,914,057.19 542,306,651.29 544,496,093.29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939,284,074.23 282,978,270.73 283,401,833.29 23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8,593,004.52 279,150,900.26 270,554,210.91 23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59,459,692.37 35,060,350.53 36,026,432.66 34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36 0.20 23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36 0.20 23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6% 4.25% 4.09% 6.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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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149,885,803.08 9,955,405,355.86 9,955,405,355.86 2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9,440,665,911.10 7,474,307,461.19 7,474,307,461.19 26.31% 

说明：按照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778,683,2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8股，于 2015年 7月 7 日除权后，最新股数变更为 1,401,629,787 股。根据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上表计算

本报告期每股收益和计算上年同期（调整后）每股收益时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1,401,629,787 股。上年同期（调整前）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36元，为 2014年中报披露的

数据。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8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中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27% 383,619,365 120,445,900 质押 94,419,800 

上海复星高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0% 101,228,818 101,228,818   

中山市古镇

自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7,001,970    

中山市三乡

水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6,554,37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5,974,349    

中山市东凤

自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4,443,78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

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3% 3,384,950    

高志兴 境内自然人 0.43% 3,34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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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8% 2,950,400    

中海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金海 5 号

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0.37% 2,887,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亦无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判断有

无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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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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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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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的战略，致力于打造以

环保水务为核心的全国领先的综合环境服务提供商，从投资布局、资本运营以及各业务板块

创新发展思路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实践：成立环保产业投资公司；与广发证券合作设立环保并

购基金；筹划收购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进军固废处理行业；公司控股的中港客运联营

有限公司筹划挂牌新三板。 

公司持续深化机制创新，不断提升经营管理质量，较好地实现了上半年总体经营目标。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91.4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85%；实现利润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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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85.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12.12%；实现净利润为 93,928.4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31.43%。 

1、环保水务拓展情况 

① 2015年 5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用投资”）以此作为公司在环保产业领域投资拓展的平台公司。 

② 2015年 6月 11日，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前海广发信德中山

公用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主线为节能环保、清洁技术、新能源或其他符合国家产业

发展政策的行业。基金总规模预计为 2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用投资认缴出资 2亿元，广发信

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亿元，其余对外募集。 

③ 经过前期行业研究以及其他准备工作，2015年 7月 1日，公司以约 1.68亿元人民币

收购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拥有中山市住建局授权的中山市北部组团垃

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漏液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其中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

设计规模 970吨/日，装机容量为 2×12MW汽轮发电机，渗漏液处理厂规模 450吨/日。中山

市天乙能源有限有望成为公司未来在以固废处理为代表的环保产业领域进行外延拓展的一个

重要平台。 

④ 本地水务业务拓展方面，探索建立二次供水项目接收及运营模式，并继续开展外接工

程、水质检测项目，不断提升水务业务盈利水平。 

2、其他业务亮点 

农贸市场板块，在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期投入运营的基础上，整合产、销地批发

商资源，开发电子结算系统，打造“经营权费+租金+交易提成+其他管理费”的复合盈利模式；

稳步发展生鲜农产品商贸流通业务，持续推动旗下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镇区商业综合体采用

“EPC+运营”开发模式，可缩短建设周期。 

港口航运板块，为了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的品牌价值

与综合融资能力，目前正积极推进该公司挂牌新三板相关工作。 

股权投资板块，公司参股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紧密围绕行业

创新发展趋势，为公司盈利作出贡献。报告期内，广发证券给公司带来了 82,269.73万元收

益。 

3、公司管理提升 

一是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随着战略投资者复星集团的引进，2015年 2月 4日，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聘任新一届经营班子，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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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要求，修订、制定了《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重要经营管理制度，确保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权责明确，公司整体运作规范。 

二是强化战略发展目标及规划。公司强化以环保水务为核心业务的战略定位，编制完成

2015-2017年经营目标并细化分解；持续优化年度经营绩效、岗位绩效考评体系建设，并探

索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三是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公司根据投资拓展需求，探索构建涵盖股权融资、境外融

资等方式的融资体系。上半年，公司严格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履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范程

序，及时回复证监会的反馈意见，紧密推动股权融资相关工作。 

四是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公司持续深入实施“人才强企”计划，通过开发“鹰”系列培

训课程、开展内部竞聘、建立职业技术序列、加大专业人才引进力度等措施，满足业务发展

及战略落地对人才团队的长期需求。 

五是注重信息化手段应用。公司总部实施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M）二期项目，推出移动

办公平台；环保水务板块开展“智慧水务”二期项目建设，并向下属镇区水司推广应用区域

计量（DMA）、地理信息系统（GIS）、自动控制等系统，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农贸市场板

块完成了农产品交易中心的网络工程、视频监控云平台的建设，为经营模式转型提供支持；

中港客运积极开拓新媒体营销渠道，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增加市场份额。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是 □ 否 

2014年11月26日,公司注销中山市青葱有机复合肥有限公司，2015年1月1日起，该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5年5月15日，成立中山公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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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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