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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4-06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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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基达鑫 股票代码 0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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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卫 朱海花 

电话 0756-3226342 0756-3226242 

传真 0756-3359588 0756-3359588 

电子信箱 vigorsu@winbase-tank.com zhuhaihua@winbase-t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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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95,561,185.37 82,137,944.37 1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21,856.28 28,246,828.74 -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668,882.97 28,285,216.14 -1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846,902.27 44,110,045.08 1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93 0.1177 -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93 0.1177 -1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3.4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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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42,346.95 1,094,498,961.44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9,464,452.73 849,050,694.39 2.4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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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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50% 111,600,000 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50% 6,000,000 4,5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

雨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2.33% 5,594,142 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5,213,000 0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944,104 0   

朱斌 境内自然人 0.99% 2,377,290 0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090,000 0   

王云杰 境内自然人 0.77% 1,836,828 0   

陈玉 境内自然人 0.72% 1,717,221 0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红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448,6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与张辛聿先生（公司总经理）为母子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张辛

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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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推动公司治理水平

的提高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这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增长，但复苏仍艰难曲折，经

济增速明显弱于预期；国内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但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共振，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石化仓

储行业依旧要面对市场竞争激烈、营业成本上升以及客户需求变化等多重压力，公司始终积极应对，抓安全生产、追经济效

益，努力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方针和思路开展各项工作，这半年的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 

2014 年 6 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向 7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3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47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现有项目的资金

需求等，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展推动公司现有项目建设。2014 年 7 月，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3,351,582.71 元，同比增长 3.29%；实现营业利润 27,254,710.95 元，同比下降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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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珠海恒基达鑫库区三期工程项目于 2013 年 7 月投入运营后折旧费用增加及公司维护成本上升所致；实现利润总

额 30,380,825.19 元，同比下降 14.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21,856.28 元，同比下降 15.67%。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46,479,195.26 元，同比增长 22.27%，主要原因是公司珠海恒基达鑫库区三期工程项目于

2013 年 7 月投入运营后折旧费用增加及公司维护成本上升所致；管理费用 9,519,414.53 元，同比增长 9.76%；财务费用

2,021,046.24 元，同比下降 4.16%。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0,846,902.27 元，同比增加 15.2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8,910,367.95 元，同比下降 279.93%，变动较大的原因是扬州恒基达鑫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II)阶段项目建设投入增加及购

买公司债券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780,225.08 元，同比增加 36.71%，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公司报告期短期

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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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 

2014年3月7日，本公司与黄腾、汤兴国、许继兵、闫杰签定了关于受让黄腾、汤兴国、许继兵、闫杰所持有的湖北金腾

兴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650万元。2014年3月7日、2014年3月11日公司分别支

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738万元。2014年4月14日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在湖北金腾兴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会取得多数席位，董事长（法人代表）变更为张辛聿，并取得注册号为420106000107821号的《营业执照》。至

此，公司对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取得实质控制权，确定购买日为20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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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青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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