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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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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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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港集团 6000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向明 / 

电话 021-55333388 /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358号（国际

港务大厦） 
/ 

电子信箱 dongmi@portshangh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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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40,381,720.08 116,784,776,870.02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046,736,320.50 60,723,861,445.9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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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7,414,820.00 1,596,285,607.99 102.18 

营业收入 16,718,310,109.76 15,416,006,152.46 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2,807,281.50 2,917,150,223.48 1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6,559,722.82 2,713,566,038.17 -1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69  4.8240 
增加0.632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5 0.1259 15.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5 0.1259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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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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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家 31.36 7,267,201,090 0 无 /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15 5,827,677,572 0 无 /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86 4,601,322,446 0 无 /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 975,471,600 0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46 802,619,133 0 无 /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741,818,800 0 无 /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

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其他 1.81 418,495,000 418,495,000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74,966,692 0 无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172,814,922 0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67 155,972,000 0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3、第 4、第 6、第 9名的流通股股东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 9名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第 6名上海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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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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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上港 01 136184 2016-1-22 2021-1-22 25 3.0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上港 02 136459 2016-6-2 2021-6-2 30 3.0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 

16上港 03 136539 2016-7-13 2021-7-13 25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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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     41.5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4.9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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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公司改革调整和创新转型的深化之年。

上半年，公司根据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和任务，以“十三五”发展规划为指引，以稳中求进为总



基调，坚定不移确保主业稳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调整，坚定不移推进重点项目，坚定不移加强

企业管理，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坚定不移夯实企业党建；并紧紧围绕“稳中求进、奋发有为、

创新引领、多元发展”的工作方针，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经过全体员

工共同努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主要生产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

并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整体发展保持了健康向上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母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960.2 万标准箱，同比增加 9.6%；母港货物吞吐量

完成 2.79亿吨，同比增加 12.4%，其中，母港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0.84亿吨，同比增加 20.1%。上

半年，基于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国内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外贸进出口呈现回稳态势、航运市

场呈现逐步回暖复苏势头等因素，带动市场信心持续走强，大宗商品量价齐升，制造业和贸易逐

步回暖，尤其是铁矿石、煤炭等重点货种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集装箱业务尤其是

重箱业务也增幅显著、占比提高，两方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促进了公司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实现较

好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7亿元，同比增加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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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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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 5 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

经营损益。 

列示持续经营损益本年金额 0 元；列示终止

经营损益本年金额 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50,110,802.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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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