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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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龙物流 600125 铁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畅晓东 邵佐龙 

电话 0411-82810881 0411-82810881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电子信箱 changxiaodong@chinacrt.com shaozuolong@chinac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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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9,039,931,338.05 8,826,871,921.91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37,680,885.62 5,264,479,670.87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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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401,243.31 344,335,761.98 88.30 

营业收入 7,671,781,168.43 5,138,872,791.87 4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642,964.67 183,751,724.97 5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9,824,010.06 175,987,366.67 4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8 3.600 增加1.5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 0.141 5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 0.141 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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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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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90 207,554,700   无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11 184,193,104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89 50,735,169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5,758,200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4 13,548,891   未知   

陈品旺 境内自然人 0.99 12,880,000   未知   

邓潮泉 境内自然人 0.84 11,010,505   未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9,425,7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6,193,724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幸福

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6,067,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

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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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3 铁龙 02 136064 2015-11-30 2018-11-30 6.0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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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   40.1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63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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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按照年初的总体工作部署，以开展“质量深化年”为主线，积极应对来

自市场的诸多困难和压力，整体工作目标清晰，措施得当，推进有力，效果明显。形

成了以规模换增量，以质量创效益的良好经营态势。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6.72 亿元，

同比增加 49.2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 亿元，同比增加 51.10%。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58,813.16 45,580.92 22.50 11.44 11.67 降低 0.16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107,313.07 85,364.14 20.45 85.57 91.18 降低 2.34 个百分点 

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568,517.86 560,085.26 1.48 44.32 44.15 增加 0.11 个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2,213.07 1,024.36 53.71 -21.09 -8.87 降低 6.21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27,689.17 22,138.07 20.05 475.27 465.37 增加 1.40 个百分点 

其它业务 2,631.79 2,214.79 15.84 51.96 83.12 降低 14.32 个百分点 

合计 767,178.12 716,407.54 6.62 49.29 49.17 降低 0.0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1）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报告期内铁路特种箱业务克服铁路集装箱调价等因素影响，加强市场研究，深化

完善运营体系，资源整合及资产投入效果进一步显现。报告期总计完成发送量 54.87

万 TEU，较上年同期 42.05 万 TEU 增长 30.49%；实现收入 5.8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11.44%；实现毛利 1.32 亿元，同比增加 10.63%；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微降 0.16 个百

分点。 

（2）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报告期公司根据铁路货运清算政策的变化，加大沙鲅铁路区域货源营销及港口互



利合作，经营局面进一步打开。报告期到发量合计完成 2,562.29 万吨，较上年同期

2,405.44 万吨增长 6.52%；同时受清算办法变更影响，实现收入 10.73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85.57%；实现毛利 2.19 亿元，同比增加 66.57%；毛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了

2.34 个百分点。 

（3）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报告期公司继续开展钢材供应链项目，累计销售委托加工钢材等共 166.35 万吨，

较上年同期 149.29 万吨增长 11.43%。受钢材价格上涨及产销量增加双重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56.8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4.32%；实现毛利 0.84 亿元，

同比增加 56.63%；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微增 0.11 个百分点。 

（4）铁路客运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客运业务受部分车辆到期退出经营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0.22 亿

元，同比减少 21.09%。 

（5）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公司加大既有房源营销力度，实现收入 2.7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75.27%；实现毛利 0.56 亿元，同比增加 518.47%。 

（6）其他业务 

报告期公司加强其他业务的经营管理，注重稳定经营、协调发展，报告期完成营

业收入 0.26 亿元，同比增加 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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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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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

盖章页） 

 

 

 

 

 

 

 

 

 

 

 

 

 

 

 

 

 

 

                                                   董事长：吴云天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