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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2018-045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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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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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hui@hengyun.com.cn ltq69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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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379,595.92 1,522,136,662.88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398,620.95 112,786,237.63 -6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791,639.37 112,981,722.57 -6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883,768.44 263,835,529.79 -2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1646 -6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1646 -6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2.8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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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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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5,889,779.68 9,198,700,422.89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63,379,146.75 3,903,748,908.2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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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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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开发区金

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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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9,000,000 

广州黄电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0% 23,982,718 0   

广州港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1,296,216 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08% 7,430,000 0   

贾连喜 境内自然人 0.57% 3,924,131 0   

丁春林 境内自然人 0.45% 3,109,157 0   

罗晶 境内自然人 0.42% 2,892,000 0   

马玉祥 境内自然人 0.32% 2,18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贾连喜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3,894,131 股，丁春林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3,109,157 股，罗晶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2,200,000 股，马玉祥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9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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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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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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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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4 恒运 01 112225.SZ（深圳） 2019 年 09 月 18 日 50,000 5.78% 

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恒运债 112251.SZ（深圳） 2020 年 07 月 28 日 50,00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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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1% 54.18%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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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4.67 -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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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党建和经营发展两大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和认真履行“一

岗双责”，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全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构筑“电力+X”的合理产业结构，做强做优做大电力、

热力主业，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配售电、产业金融等业务，打造区域新能源、新材料（NEM）产业创新集群。 

报告期内，上网电量和供热蒸汽销售量上升，使得电热主业对上市公司业绩贡献同比增加；房地产结转销售同比减少，导致

房地产业绩贡献同比下降；售电业务亏损，广州证券上半年出现亏损，导致业绩贡献大幅减少。综合以上因素，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15.45亿元，同比增长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0.38亿元，同比下降65.95%；发电机组实现上网电量

27.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4%：上半年完成供热180.67万吨，同比增加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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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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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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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广州恒运东区热力有限公司本期分别出资 4500 万元（持股 90%）、250 万元（持股 5%）设立广州恒

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本期子公司广州恒翔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恒运清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郭晓光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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