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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7-043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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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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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曹晖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北座 

电话 0760-88380008 

电子信箱 caoh@zpu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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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377,874.61 664,787,818.7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926,262.12 468,276,800.56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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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4,388,656.75 455,384,795.89 1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7,671,896.55 190,650,137.69 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2 1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2 1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4.3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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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9,499,264.00 15,059,104,862.05 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626,299,292.50 11,330,231,384.4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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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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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1% 706,685,315 216,675,767 - -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35% 182,211,872 182,211,872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27,511,100 0 - - 

中山市古镇自来水厂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12,603,546 0 - - 

中山市三乡水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0% 11,797,866 0 -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8% 9,983,361 0 - -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

管理 2020生命周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9,034,817 0 - -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6% 8,319,467 0 - - 

中山市东凤自来水厂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4% 7,998,806 0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9% 7,217,179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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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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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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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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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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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2年

（第一期）公司债券 

12中山 01 112123 2019年 10月 29日 100,000 5.50%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4年

公司债券 

14中山债 112212 2017年 07月 03日 80,000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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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27.82% 23.60% 4.2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81 10.96 7.7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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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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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投资拓展、资本运营及各业务

板块经营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质量，公司自营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637.7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5%；实现利润总额

55,796.85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9.65%；实现归母净利润52,592.63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2.31%。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对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同比增加4,227.13万元，同比上

升10.51%。 

各业务板块2017年上半年情况： 

供水业务：报告期内，供水业务收入35,838.03万元，同比增长1.07%，收入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售水收入增加的影响。业务拓展方面，持续推进水务拓展项目，不断提升水务业务盈

利水平。 

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收入4,936.80万元，同比上升8.87%。主要

原因是2016年8月设立黄圃污水公司,本年创收所致。 

固废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收入3,605.32万元，同期相比，营业

收入及净利润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得益于2016年技改大修后生产效益得到较大提升，垃圾处

理量、上网电量增长幅度明显；同时，设备维修费用降低、垃圾处理原辅材料使用量下降导

致主营业务成本降低。 

工程建筑业务：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3,684.12万元。重点项目放心水工程、阜沙水

厂关闭供水保障工程、雨污分流工程等，有序开展、持续推进。公司通过积极开拓外部市场，

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除了成立了佛山、江门、广州3家市外分公司之外，还在其他城市注册

备案抢占市场，2017年上半年已在湛江、茂名、阳江、东莞、汕头、深圳、肇庆等地办理了

注册备案。 

市场管理业务：报告期内，市场管理业务收入10,214.40万元，同比下降2.21%，主要原

因：商贸收入的减少及水电收入增加影响所致。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农贸、农批市场业务的管

理及盈利水平，公司积极借鉴行业领先的市场管理经验，持续开展“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项

目，在创文创卫食品安全工作推进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港口客运：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10,927.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35%；主要原因：

一是本年受客源结构及客运量上升影响增加，二是核算方式的调整影响增加。截止本报告披

露日，中山至深圳机场福永码头正式开通水路客运航线，翻开了中山与深圳水路客运的通航

历史。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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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