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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008                                       公司简称：连云港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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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 6010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沙晓春 刘坤 

电话 0518-82389269 0518-82387588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

号港口大厦23层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

号港口大厦22层 

电子信箱 shaxiaochun@jlpcl.com liukun@jlp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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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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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506,870,042.78 6,873,361,042.34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8,321,425.29 3,204,605,932.5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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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2,501.25 -53,498,659.99 167.39 

营业收入 609,177,447.24 590,689,161.63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7,643.79 6,146,035.61 -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32,386.25 2,889,766.87 -99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19 减少0.07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06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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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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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8.44 491,742,718 0 冻结 3,962,114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7 1,703,698 0 无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15 1,550,000 0 无   

胡章梅 境内自然人 0.13 1,361,500 0 无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其他 0.12 1,211,925 0 无   

杨继耘 境内自然人 0.12 1,200,000 0 无   

汤春保 境内自然人 0.09 869,900 0 无   

周倩 境内自然人 0.08 855,900 0 无   

苗柏铭 境内自然人 0.08 852,700 0 无   

蒋坤 境内自然人 0.08 776,4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港口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子扬任中国连云港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公司未知前 10名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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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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连云港 122341 2015-03-20 2020-03-19 6.45 4.94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连云港 136092 2015-12-10 2020-12-09 6.6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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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44   0.52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52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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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下贯彻落实董事会的决策部署，紧扣提质增效工作安排，核心主抓

市场开发力促上量增收，优化资源整合深挖降本增收潜力，落实改革创新拓展持续发展空间，公

司生产经营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攻坚市场开发，主营业务克难坚守。为积极应对当前市场竞争严峻形势和上量增收压力，公司

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开发队伍，协调东泰分公司成立散化肥、硫胺等货种开发小组，重点争揽新

增货源、小批量货源、高费率货种。东联分公司成功开发小品种货源钛精矿，并与中核钛白集团

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东源分公司抢抓天津港相关货源政策调整契机，与天津天德汇满公司达成汽

运煤接卸业务，签订年度 180 万吨煤炭集港中转的合同计划，货源拓展见实效。东泰分公司依靠

多年积累的品牌和服务优势，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大力开发机械车辆市场，与安凯公司

达成 600辆安凯 A9高端客车从我港出口沙特，完成福田汽车第一单装卸业务，实现中通、奇瑞、

安凯、江淮、扬州中集等货源的回归。1-6月份，公司完成吞吐量 2803.68万吨，营业收入 60917.74

万元。 

强化资本运作，增值业务多元发展。克服银行信贷规模收紧、资金成本持续走高的不利影响，

成功发行 4.5 亿元短期融资债券，保障生产经营资金滚动衔接。与集团共同出资成立财务公司，

成功实现与财务公司资金结算制度的对接，协助其形成完善的资金结算运营模式，为集团成员单

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咨询、代理等业务。 

优化项目管理，工程建设扎实推进。经过前几年的扎实推进，公司投资建设的一大批码头泊位

及后方配套的集疏运体系工程顺利完工并投产运营。完成旗台作业区氧化铝、散化肥泊位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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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程的项目前期工作，完成市发改委备案、安全预评价、岸线批复、规划行业意见、规划选址

意见、通航安全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连云港港 61#泊位散化肥装卸工艺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建设，

取得市质监站批复的质量鉴定意见，并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并试投产。完成墟沟作业区 55-57 泊位

机修车间工程项目现场建设，取得市质监站批复的质量鉴定意见，并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并试投产。

完成旗台作业区 2-3#泊位质量评定、职业卫生专项验收等工作。完成灌河港区九队作业区一期工

程水利专项验收和海河联运区场站一期工程的质量评定、审计、环保等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工作。 

力推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亮点纷呈。公司依托自身经营特色和底蕴优势，积极推动发挥群众智

慧和基层实践创新，协同拓宽新的提质增效渠道和空间。自主研发、推广自动翻转钩头技术，极

大提高作业效率，论证实施煤炭筛分业务形成价格竞争新优势。实现全面预算系统全流程网签及

RTX 协同信息推送功能，起草《全面预算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并制定预算分析实施方案。成功实

现机构改革，公司部门进一步精简和优化。深入开展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通过考核激励和制度

规范，使改进作风、提高效能成为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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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新修订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本公司自 2017 年起采用上述准则，

相关会计政策已在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附注五列示。 

（2）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颁布对本公司财务

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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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