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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9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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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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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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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坚 李雪芳 

办公地址 江苏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 号 江苏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 号 

电话 0511－88901009 0511－88901009 

电子信箱 dggfwu@hotmail.com lexuefang@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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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920,283.84 657,010,553.77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05,990.88 -14,995,995.26 -1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018,091.38 -13,408,135.20 -2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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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823,953.85 62,921,047.95 -23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39%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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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5,754,060.86 7,312,497,524.59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29,847,773.75 3,863,253,764.6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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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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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瀚瑞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7% 284,186,313  质押 142,000,000 

王刚 境内自然人 9.13% 52,994,584 39,745,938 质押 25,303,644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2.62% 15,180,000    

赵柳 境内自然人 2.24% 13,010,02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润泽

5 号私募基金 

其他 1.95% 11,311,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国防

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7% 10,290,434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兴和 1 期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0% 6,943,305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08% 6,273,234 6,273,234 质押 6,273,234 

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6% 5,542,64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翔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5% 5,48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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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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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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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升级，

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中国经济在深化供给侧改革、去杠杆、控风险、调结构、促转型的

基调下，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 

2018年上半年，公司密切关注政策和市场变化，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及

产业发展的特点，因时制策，以“推项目、去库存、防风险”为经营思路，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8,792.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5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39,623.86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09%；营业总成本63,654.2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1%，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30,294.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74%；营业利润-4,549.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1.47%；利润总额

-3,8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0.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2.7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62,575.41万元，较期初增长4.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382,984.78万元，较期初下降0.86%。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亏损加大的主要因素： 

①公司房地产销售未达到目标。报告期，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房产项目去化力度，但高端住宅和商

业（如别墅、酒店等）货值较大，去化速度较慢，整体销售未能达到预期； 

②公司子公司艾科半导体经营未能达到目标。随着艾科半导体测试规模扩大，测试设备等固定资产增

加，固定成本上升，而新增测试产能未能有效释放，整体毛利率下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报告期艾

科半导体实现的净利润为2,183.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9%； 

③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018年上半年，金融监管趋严，金融市场去杠杆使得融资渠道收窄，融

资成本上升，同时经营性资金回流较慢，融资规模扩大。 

（2）报告期各项工作情况 

①主要产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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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加大对在手项目的去化力度，实现签约销售20772.78㎡，并积极研究对高端住宅和商业

的去化方案和政策。同时加快推进与镇江万科的合作，经过多次洽谈就项目地块联合开发事宜达成一致，

公司子公司大港置业以大港新区港中路东侧项目地块（即龙湾国际项目地块）出资，镇江万科以现金出资

成立项目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地块，由镇江万科全面负责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本次与具有丰富房地产开发经

验的开发商合作，有利于减少公司资金投入，分散经营风险，实现优势互补，借助品牌房企的管理经验，

提升项目经济效益。本次合作也为公司房地产开发开辟了新的模式。 

报告期，公司子公司艾科半导体加快推进镇江集成电路产业园项目建设，实现了测试规模的扩充。由

于经营性现金流回流较慢，应收账款较高，为控制风险，督促客户及时回款，对应收账款回款较慢的客户

控制了测试服务量或收缩相关业务，致使产能未能有效释放，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②重点项目情况 

自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参与设立AES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事宜后，公司积极与海峡石

油化工、GREEN CONCEPT GLOBAL LIMITED、SONNY WU及金沙江资本进行沟通，就出资时间、交易

条款、后续发展计划等方面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多轮洽谈，但由于涉及到法律、外管、国资审批等因素，一

直未能达成一致。2018年7月因日产汽车正式宣布取消了向金沙江资本出售电池业务单元Automative Energy 

Supply（AESC）的交易，公司认为上述交易的取消使得参与投资设立AESC（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目的

无法实现，因而终止了上述投资合作，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③内部管理方面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和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如投后管理、绩效考

核等；加强预算管理，强调收支平衡，控制各项费用开支，实现降本增效；加强内部审计力量，强化监督

机制；通过聘请外部讲师和内部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式，从国有企业相关法规及程序、领导力管理、安全

环保知识、财务税务知识等方面开展了规范经营、精细化管理系列培训，进一步提升各环节人员的规范意

识和管理能力；通过岗位轮换，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激活员工潜力，完善内控风险防范体系。 

④资金保障方面 

报告期，在央行保持稳健中性、适度偏紧的政策基调下，金融监管加强，资管新规出台后，表外非标

融资继续萎缩，融资渠道明显收窄。为了强化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加强了投融资管理，加强与金融机构的

沟通联系，通过新增或续贷的方式，合理计划短期融资的使用和偿还期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房地

产项目的去化力度，减少存货资金占用；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通过加大考核力度、成立清收小组、采

取法律手段等多种方式加大催收力度，加速经营资金回笼，确保公司资金安全运行。 

⑤安全环保方面 

公司以“强化红线意识，压实安全责任”为工作主线，在年初与各责任主体签定了《安全环保目标责

任书》，联合各子公司开展安全环保工作。先后开展了拉横幅、宣传栏宣教、观看警示视频、应急演练、

“安全生产月”、安全环保知识培训和竞赛等活动，落实各项安全环保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

急预案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故时自救互救的能力。通过“263、116

专项整治”活动，建立了日常检查、季节性检查、专项检查、板块互查等监督机制，确保公司安全环保运

行。 

⑥党建工作方面 

报告期，公司坚决实行“一岗双责”制，坚持业务、党务两手抓，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工作。进一步优化党支部结构，坚持党组织生活，定期召开党组织会议，学习相关文件

和精神，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解放思想座谈交流会，就“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发展质量”进行了大讨论，

发挥党组织在公司经营发展中的作用。结合“6+4”专项行动的文件精神，开展“大港股份清廉2077”和批

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查摆工作中的问题，坚决遏制“庸、懒、散”、“不作为、慢作为”等不良现象，着

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开展专题讲座、典型案例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强化

风险和责任意识。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关注政策导向和市场变化，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抢抓市场机遇，拓展公司业务，优化产业结构，寻求产业突破，并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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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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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