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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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 6010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沙晓春 刘坤 

电话 0518-82389269 0518-82387588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

号港口大厦23层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

号港口大厦22层 

电子信箱 shaxiaochun@jlpcl.com liukun@jlp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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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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037,290,747.09 9,074,297,490.95 9,074,297,490.95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64,143,296.26 3,193,390,623.43 3,193,390,623.43 -0.9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138,252.58 117,200,311.41 92,464,393.67 -155.58 

营业收入 664,285,516.50 648,515,906.32 617,087,663.38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62,728.91 8,524,068.46 6,257,309.27 -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835,747.01 -15,928,687.27 -18,008,786.46 5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2 0.3 0.20 减少0.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6 0.008 0.006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6 0.008 0.006 -25.0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8,2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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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8.53 492,660,918 0 冻结 3,962,114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1.08 10,916,912 0 无   

曲毅 境内自然人 0.46 4,702,100 0 无   

杨继耘 境内自然人 0.25 2,500,100 0 无   

陈柏霖 境内自然人 0.20 2,076,000 0 无   

吴毓昊 境内自然人 0.20 2,074,795 0 无   

池锐 境内自然人 0.19 1,945,000 0 无   

池万娒 境内自然人 0.17 1,764,4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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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7 1,703,698 0 无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其他 0.12 1,211,92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裁王新文任中国连

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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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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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公司债券  

14 连云港  122341 2015-03-20 2020-03-19 53,536 6.20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连云港 136092 2015-12-10 2020-12-09 56,000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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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   58.6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95   2.6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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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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上下的通力配合下，公司的经营质量稳步回升，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呈现

出 4 个特点： 

 

一是货种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公司两级捆绑联动开发市场，重点加大件杂货、煤炭、化

肥以及出口工程机械等货种的争揽力度，并新开发了华轮威尔森澳新线、欧线、安吉航运东南亚

线滚装班轮航线，煤炭、有色矿、铝矾土和化肥等货源显著回升，件杂货等高费率货种继续保持

强劲的增长态势，促进了货种结构的持续优化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为公司经营提质、转型升级积

累了经验、打好了基础。 

 

二是改革成效逐步显现。经历去年改革初期的调整与磨合，分公司内部管理条线理顺，相关

规章制度体系运行收效，促进了生产资源统筹集约、人力资源盘活利用以及成本的精细化管控；

各作业区泊位、场地等资源从去年的简单调剂，继续向一体化融合推进，促进了生产效率提升和

经营质量改善。同时，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了货源及客户的集中开发；提高价格话语权，

取得部分货种费率的回升。 

 

三是战略空间不断拓展。完成公司与中石化管道储运公司合资经营 30 万吨及原油码头的协议

签署，合资公司筹建工作有序推进，原油码头建成后，公司港口业务将更加完整和全面，同时实

现了由主体港区向两翼港区的战略拓展；与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合作，拟设立氧化铝交收仓库，

将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展，并将对公司传统氧化铝装卸业务带来一定促进作用。 

 

四是两级联动取得突破。公司高管、各部门主动靠前，强化协同和优势发挥，通过重点工作

督查督办机制，两级定期会商机制、部门协同配合机制、专项工作小组等，加快了工作落实、项

目落地，不断把公司两级联动机制引向深入，有力促进了市场开发、改革推进、新业态拓展、硬

件能力建设、应收账款回收、工艺流程改进等工作开展，合力推动了公司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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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修订，本期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按规定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执行新准则后，对公司报表有关项目影响为 0元。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 五、41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连云港 601008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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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