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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时伟、财务总监张方及财务经理李晓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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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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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384,678.35 441,414,712.95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844,490.95 121,221,004.55 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8,192,368.56 120,104,236.05 1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6,485,777.68 101,594,145.81 14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5 0.188 14.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5 0.188 14.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2.69%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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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3,772,592.75 6,620,476,709.79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51,161,927.42 4,709,815,552.89 3.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24,200.1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9,400.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1,261.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566.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8,772.86  

合计 652,122.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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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912户（其中 A股 23,386 户，B股 10,526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A、

B、H或其他)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52% 209,687,067 A股 0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5.00% 161,190,933 A股 0 

景锋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8% 55,314,208 B股 0 

CMBLSA RE FTIF TEMPLETON ASIAN GRW FD 

GTI 5496 
境外法人 7.43% 47,914,954 B股 未知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2,657,270 B股 未知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1% 2,617,518 B股 未知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2,531,586 B股 未知 

TEMPLETON ASIAN GROWTH FUND 境外法人 0.29% 1,885,170 B股 未知 

朱武广 境内自然人 0.28% 1,822,024 

1,617,700 A股 

未知 

204,324 B股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6% 1,660,562 B股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港口”）为中国南山开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和景锋

企业有限公司为招商局港口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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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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7年 3 月 31 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31,754,432.58   426,036,702.87  72% 
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经营回款良好以

及收到联营、合营公司分红款所致 

预收款项  101,582,463.65   30,668,212.67  231% 
主要是本期集装箱业务计提客户折扣

重分类至预收款项所致 

项目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209,635.23  12,952,880.37 -68% 

主要是本期有息债务平均余额减少、平

均综合债务利率降低以及存量资金利

息收入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514,859,752.75   382,639,583.12  35% 

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以及业务回款情

况好于上期共同影响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42,321.42     1,867,403.55  818% 

主要是本期收到东莞政府河道占用费

返还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及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4,338,639.71    44,369,397.91  -45% 

主要是东莞麻涌二期筒仓工程去年开

始大规模建设，本期主体工程基本完

工，支付款项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400032 
石化

A1 
3,500,000 780,000 0.26% 780,000 0.26% 382,200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法人股 

股票 400009 广建 1 27,500 20,000 0.02% 20,000 0.02% 17,000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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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600377 
宁沪

高速 
1,120,000 1,000,000 0.02% 1,000,000 0.02% 9,350,000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通过股权分

置改革获得

流通权的法

人股 

合计 4,647,500 1,800,000 -- 1,800,000 -- 9,749,200 -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 1月至 3月底 
电话沟通、实地调研、 

书面问询（深交所互动易） 
个人、机构 

公司基本经营情况，投资情况及财务状况； 

提供的资料：公司简介资料； 

索引：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022/in

dex.html）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内控工作进展 

2017年 1季度，公司根据事先确定的评价标准，对内控测试查找到的缺陷进行评价，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和整改方案，

同时依据上述工作的结果，完成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该评价报告已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披露。 

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该报告已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 2017年内控准备阶段工作：已更新内控小组成员大名单，制定 2017年内控工作计划和时间表，确

认 2017年内控工作主体和流程范围，为开展 2017年内控活动进行准备。 

公司已经按照 2016 年度内控工作方案的时间进度，完成了 2016 年度内控全部工作；按照 2017 年度内控工作方案的时

间进度，完成了 2017年度内控准备工作，没有差异与延迟。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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