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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17-18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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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长乔宏伟、总经理黄黎忠、财务总监李琦及财务管理部部长凌平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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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田港 股票代码 0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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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强 罗静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九层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八层 

电话 （0755）25290180 （0755）25290180 

电子信箱 yph000088@163.com yph000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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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663,504.43 124,588,963.17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527,625.07 158,287,484.41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0,109,525.73 156,072,511.91 -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480,833.75 11,384,807.74 4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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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0.0815 -3.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0.0815 -3.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2.8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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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4,866,935.08 8,257,125,681.51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81,359,426.56 5,883,176,809.85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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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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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7% 1,308,4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1% 62,296,800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华夏基金－农 其他 0.96% 18,589,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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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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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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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盐港 01 112458 2021 年 10 月 19 日 30,00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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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 21.53%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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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 7.4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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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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公司港口和收费路桥两大主要业务受经济大环境和

政策因素的影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公司经营班子克服各项困难，挖潜增效，以全面经营预算为统领，

在主业突破、规范管理和提升经营效益方面下功夫，经过公司上下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董事会下达的利

润预算指标。 

收费路桥业务方面：公司控股的惠盐高速公路公司报告期内车流量1,828万辆，较上年同期增幅7.24%，

主要受益于惠盐高速惠州段扩建通车后车流量保持较好自然增长；完成营业收入11,179.06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幅5.05%，实现净利润5,141.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9%,主要原因是车流量增长带来营业收入相

应增长。公司控股经营的湘潭四航公司报告期内因停止收费已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435.73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376.40万元，主要原因是2015年确认政府收回莲城大桥特许经营权经济补偿款51,351.2万元，剩

余2,648.8万元为未确认融资收益在两年内按月确认。 

仓储物流业务等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盐田港出口货物监管仓公司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82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62.26万元，实现净利润40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0.42万元，主要是今年2#仓库的货

物储存管理和服务费确认为监管仓公司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的盐田国际（一、二期）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9.16万TEU，较上年同期下降0.04%；

营业收入80,493.44万港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14%；实现净利润42,985万港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6%。西

港区码头公司报告期内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0.11万TEU，较上年同期增长11.41%；营业收入30,752.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5%；实现净利润14,9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94%。盐田国际（一、二期）和西港区

码头公司收入、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西港区码头公司4#泊位2016年2月1日起投入运营，使西港区码头

在盐田港区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调增，盐田国际（一、二期）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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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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