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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2018-44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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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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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港务 股票代码 0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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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翔 朱玲玲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 31号港务大厦 20楼 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 31号港务大厦 20楼 

电话 0592-5826220 0592-5826220 

电子信箱 liux@xmgw.com.cn zhull@xmg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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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769,345.73 6,483,219,583.67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20,209.43 63,851,466.76 -7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5,737.06 41,321,947.52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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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260,208.18 -58,289,396.16 25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 0.12 -7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 0.12 -7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2.43%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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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6,315,537.92 8,083,078,268.89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7,978,123.34 2,673,280,500.2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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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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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13% 292,716,000 0  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1.48% 7,836,95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3,652,170 0   

薛韬 境内自然人 0.36% 1,934,310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

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751,382 0   

杨洋 境内自然人 0.27% 1,436,100 0   

陈梓帆 境内自然人 0.23% 1,201,893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

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153,402 0   

陈永来 境内自然人 0.21% 1,122,394 0   

宁屾 境内自然人 0.20% 1,041,6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是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2、公司位列前十名的其他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优

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受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4、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 马信琪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836,958股； 

2、 杨洋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49,500股； 

3、  陈梓帆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90,79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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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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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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厦港 01 112407 2021年 06 月 27日 60,000 3.25%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厦港 02 112465 2021年 10 月 25日 50,000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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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 56.3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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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4.13 -26.1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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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加大，在复杂

多变的形势下，公司董事会带领经营班子及全体员工，切实贯彻落实既定的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公司

治理和业务经营的各项工作。 

    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4,576.9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59%,主要系本报告期贸易业务增

长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2.0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68%，主要系公司财务费

用增加、码头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销售业务毛利率有一定下滑所致。    

 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50.5%，主要系：（1）上年度公司用自有资金收购和增资华

锦码头后，贸易业务所需资金转向外部贷款；（2）子公司石湖山码头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支付应付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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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控股集团的股利及租金款；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47.01%，主要系贸易业务本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以

及本报告期无发生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3、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9687.21%，增加金额129.86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末

持有的期货的市场价值高于购入成本，而去年报告期末所持有的期货的市场价值低于购入成本所致； 

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621.5%，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

加、期货衍生品投资收益增加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现金红利增加所致； 

5、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97.24%，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固定资产处置得利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6、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59.81%，主要系本公司子公司路桥建材去年同期确认搬迁补

偿收入，本报告期无此项收入；  

7、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53.13%，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8、本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5.1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减少所致； 

9、本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08.02%，主要系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加大传统码头业务的拓展力度，积极开拓新货源； 

    2、着力发挥华锦码头的平台作用； 

    3、积极推进物流业务转型升级，创新业务模式； 

    4、多管齐下，不断强化安全环保工作；  

    5、通过采取增收节支、理顺资产业务关系、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等各项举措，努力提升经营绩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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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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