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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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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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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龙物流 600125 铁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畅晓东 邵佐龙 

电话 0411-82810881 0411-82810881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电子信箱 changxiaodong@chinacrt.com shaozuolong@chinac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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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2,214,100.74 7,506,565,206.32 1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7,430,612.45 5,012,010,199.9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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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35,761.98 325,132,247.02 5.91 

营业收入 5,138,872,791.87 2,910,821,646.56 7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751,724.97 126,265,025.29 4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5,987,366.67 110,521,007.47 5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0 2.564 增加1.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097 4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097 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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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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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90 207,554,700   无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14.11 184,193,104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 37,974,45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1 22,280,598   无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52 19,906,695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5,758,20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7 15,328,2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

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0,989,24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其他 0.77 10,039,096   无   

邓潮泉 境内自然人 0.75 9,775,50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

总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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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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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3 铁龙 02 136064 2015-11-30 2018-11-30 6.0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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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07   0.329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5.7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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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照年初工作总体部署，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整体经营呈现良好势头，各业务板块取得良好经营成果。特种箱规模投入及事业部制改革效果逐

渐显现，公司重点项目有序推进。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加 76.54%；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 亿元，同比增加 45.53%。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52,777.76 40,816.48 22.66 -19.00 -26.71 增加 8.13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57,827.60 44,650.69 22.79 24.26 19.38 增加 3.16 个百分点 

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393,932.28 388,548.36 1.37 130.94 130.84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2,804.55 1,124.11 59.92 -22.24 3.29 减少 9.91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4,813.22 3,915.66 18.65 33.77 37.46 减少 2.18 个百分点 

其它业务 1,731.87 1,209.46 30.16 8.09 11.87 减少 2.37 个百分点 

合计 513,887.28 480,264.76 6.54 76.54 80.26 减少 1.93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1）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通过加大铁路特箱资源投入，以及报告期内根据经营需要优化部分特种箱型业务模式，报告

期总计完成发送量 42.05 万 TEU，较上年同期 30.45 万 TEU 增长 38.10%；实现收入 5.28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9.00%；实现毛利 1.20 亿元，同比增加 26.36%；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8.13 个百分点。 

（2）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报告期公司加强沙鲅铁路货源及市场拓展，努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和运输组织效率，加强细

节管理节支降耗。报告期到发量合计完成 2,405.44 万吨，较上年同期 1,753.93 万吨增长 37.15%；

实现收入 5.7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4.26%；实现毛利 1.32 亿元，同比增加 44.21%；毛利率较

上年同期增加了 3.16 个百分点。 

（3）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报告期公司继续开展钢材供应链项目并稳定经营模式、加强经营管理、增强创效能力。报告

期内累计销售委托加工钢材等共 149.29 万吨，较上年同期 106.19 万吨增长 40.59%。受钢材价上

涨及产销量增加双重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39.3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0.94%；

实现毛利 0.54 亿元，同比增加 138.87%。 

（4）铁路客运业务 

公司铁路客运业务受报告期内部分车辆到期退出经营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0.28 亿元，同比减

少 22.24%。 

（5）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既有房源营销力度，实现收入 0.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3.77%；实现

毛利 0.09 亿元，同比增加 19.76%。 

（6）其他业务 

报告期公司加强其他业务的经营管理，注重稳定经营、协调发展，报告期完成营业收入 0.17

亿元，同比增加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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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

盖章页） 

 

 

 

 

 

 

 

 

 

 

 

 

 

 

 

 

 

 

                                                   董事长：吴云天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