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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18-1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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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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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乔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黎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凌平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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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田港 股票代码 0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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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磊 罗静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八层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八层 

电话 （0755）25290180 （0755）25290180 

电子信箱 yph000088@yantian-port.com yph000088@yantian-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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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73,502.54 157,663,504.43 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384,099.48 153,527,625.07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9,143,104.38 150,109,525.73 1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712,997.99 57,480,833.75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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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0790 1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2 0.0790 11.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2.5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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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6,317,564.49 9,296,003,914.44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85,046,798.48 6,260,230,876.37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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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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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7% 1,308,45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1% 62,296,800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18,423,700 0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18,415,200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8,348,3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8,330,600 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8,309,3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8,179,100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其他 0.93% 18,092,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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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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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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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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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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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港 01 112458 2021 年 10 月 19 日 30,00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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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 23.8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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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7.36 -4.0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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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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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等因素给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带来诸多不确

定性，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公司港口和收费路桥两大主要业务受经济大环境和政

策因素的影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公司经营班子克服各项困难，挖潜增效，以全面经营预算为统领，在

主业突破、规范管理和提升经营效益方面下功夫，经过公司上下共同努力，超额完成了董事会下达的利润

预算指标。 

收费路桥业务方面：公司控股的惠盐高速公司报告期内通行车流量2,046.44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5%；完成营业收入12,195.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0%；实现净利润5,764.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2%，主要原因是车流量保持自然增长。 

仓储物流业务等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盐田港监管仓公司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840.49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6.79万元，实现净利润149.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60.45万元，主要是成本费用同比增加，且

上年收到政府补助金约3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的盐田国际（一、二期）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2.79万TEU，较上年同期下降4.58%；

营业收入63,010.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43%；实现净利润33,454.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94%。西

港区码头公司报告期内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3.74万TEU，较上年同期增长55.95%；营业收入44,151.3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3.57%；实现净利润23,264.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55%。盐田国际（一、二期）和西

港区码头公司收入、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全港区箱量同比增长1.81%以及西港区因5#、6#泊位投产使

其在盐田港区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调增，盐田国际（一、二期）统筹经营分配比例相应调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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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与中新联进出口有限公司、黄石新港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了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31%股权，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持股20%，

本公司与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属同一母公司，一致行动人股权达51%，并能实质控制该公司的财务

和经营，纳入合并范围。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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