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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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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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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营口港 60031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旭 李丽 

电话 0417-6268506 0417-6268506 

办公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1号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1号 

电子信箱 zzx@ykport.com.cn lili_ykp@ykport.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149,612,549.78 16,338,922,156.67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17,108,611.84 10,205,692,479.85 3.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177,409.17 271,428,001.82 202.54 

营业收入 1,892,144,546.39 1,713,452,615.10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681,933.32 220,812,069.38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855,624.64 220,312,248.99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39 2.1883 增加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0341 15.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3 0.0341 15.2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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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29 5,067,415,378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93,542,642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7 49,690,9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25,515,084 0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07 4,386,1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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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4,386,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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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

司 2010年公司债券 

10 营口

港 

122049 2010 年 3

月 2日 

2018 年 3

月 2日 

1,200,000,000 5.9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

司 2014年公司债券 

14 营口

港 

122331 2014年10

月 20日 

2021 年 10

月 20日 

1,000,000,000 5.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1.74%   32.2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07   6.0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的部署和年度工作要点，紧紧围绕“一补二降三增”的

工作思路，以创新、改变、提高为主旋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吞吐量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13468万吨，同比增长 3.48%；其中集装箱量完成 288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16%。2017 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揽货力度，跟踪货源流向，提高高附

加值货种的比例，系统研究市场、客户和货源，确保可持续发展。 

2、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2 亿元，同比增加 10.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5 亿元，同比增加 15.34%。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161.5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5.17 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1.74%，具有良好

的偿债能力，流贷偿还、债券付息等均准时兑付。 

3、主要经营情况 

（1）拓展港口腹地，开发新增货源。上半年公司物流事业部积极开发货源，新增环氧丙

烷等新货种；成功揽取西林钢厂等陆运距离较远的外贸铁矿石货源，实现港口辐射能力的拓

展；在夯实客户关系，抓住稳定货源增长点的同时，密切关注新增货源。  

（2）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生产组织高效顺畅。公司生产业务部与各生产单位加强协作，

推进整合，优化资源，严抓生产管理，提升作业效率。通过科学组织，各公司屡创生产纪录。 

（3）创新装卸工艺，提升竞争实力。第一分公司积极开展化肥灌包装箱业务，有效的减

少劳务用工的使用数量,降低了人力成本；集装箱码头分公司通过叉车调箱门、换箱工艺，解

决集卡在场地提空箱无序、拥堵问题，同时采用空、重箱区起高，以空间扩堆存容量；第六

分公司 50吨吊车改造项目正在推进，吊车携带电磁吸盘作业螺纹钢的试验已经完成，正式申

报进行改造。 

（4）加强设备管理，提升设备利用率。机械分公司强化“包机制”，在原有三无考核和

百分考核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加大力度考核，实现优劳多得；本着“提前准备，打破常规，

快速推进”的思想，通过对集中保养所需要的物资材料和配件提前做好申报，根据设备运行

的状况，制定流机、固机、电气部分集中保养维修项目和检查标准，使维修人员在保养维修

之前明确此次集中保养所要达到的标准及目标。  

（5）落实安全责任，强化红线意识。报告期内机海损责任事故、火灾责任事故、大型设

备防风责任事故、船舶倾覆责任事故均为零。公司安全与环保监督部共开展日常检查 131次，

夜查 50 次，专项检查 2 次，下发安全信息通报 25 期。共查找各类隐患 119 项，已全部整改

完毕。组织开展“反三违”月活动，开展危险源辨识工作，对所管辖范围的区域在 “人、机、

法、环、物”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逐一排查，改善了港口安全环境，组织开展了全港

环境保护诊断排查工作。 

（6）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规范环境督查工作机制。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召开了两次环

保专题会议，制定并下发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了生产垃圾、船舶垃圾、污水、

危化处理和防鼠、船舶食品供应等相关制度与管理办法，积极制定并落实相关工作措施；重

新梳理各水厂工艺流程，确保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完成了围油栏保养与船舶垃圾接收环保处

理工作，加强对船舶垃圾回收车辆、焚烧炉分捡站管理，进行集中消毒清洁，并制定巡检制

度，确保安全环保；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活动，对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清理，确保港区环境

面貌整洁美观。    



（7）推广综合物流业务，开展海铁海陆联运。积极向客户推广我港综合物流业务，已开

通我港至曹妃甸港、苏州港、杭州港、上海港、黄埔港等 8个港口的综合物流业务。  

4、党建工作 

制定 2017年党建工作计划，完善党员创先争优、党员示范区、党员先锋岗活动制度，部

署了全年党建工作任务。中心组开展学习三次，完善党员活动室设施，召开公司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了整改措施，达到了提高认识、改进完善、

帮助同志、做好工作的目的。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下半年公司将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抓住重点，

突破难点，探索转型升级的新亮点，为全年目标的顺利实现而奋勇拼搏。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