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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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定 2019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唐山港 6010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光 高磊 

电话 0315-2916409 0315-2916409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 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大厦 

电子信箱 tspgc@china.com tspgc@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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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3,993,357,055.07 23,295,039,502.87 23,295,039,502.87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34,121,990.77 15,754,931,547.61 15,755,896,791.01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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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77,555.72 841,399,584.91 841,399,584.91 -87.81 

营业收入 5,969,394,781.86 4,459,184,165.15 4,459,184,165.15 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539,150.29 781,368,824.50 783,017,183.18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6,165,083.55 763,508,939.03 765,157,297.71 1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5.28 5.29 增加0.18个百分点 



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6 0.1319 0.1321 1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6 0.1319 0.1321 12.66 

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将二级子公司香港国贸公司 51%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国贸公司（本公司持有国贸公司 51%的股权），香港国贸公司成为国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导致少

数股东股权比例发生变更。 

国贸公司因采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可比报表进行了调整，导致本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及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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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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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88 2,659,608,735 352,082,618 无 0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11 480,673,440 0 无 0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3.91 231,463,674 0 无 0 

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5 145,175,109 0 质押 143,150,29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8 93,785,562 0 无 0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66,166,99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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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35,434,703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未知 0.47 27,587,999 0 无 0 

国投交通公司 国有法人 0.39 23,400,000 0 无 0 

顾利勇 境内自然人 0.39 23,389,9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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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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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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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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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   26.8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51   36.89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京唐港区建港 30 周年、高质量建成综合型国际化贸易大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公

司推进港口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三五”既定目标进入攻坚阶段。公司经过长期努力，在港口规模、

生产运营、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但也面临着腹地产业转型、运输结构调整带

来的一系列深刻复杂变革，公司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19 年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根本要求，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在提升综合实力、加快转型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1、吞吐量完成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散杂货物吞吐量 10,525.86 万吨，同比减少 1.27%，其中主要货种矿

石完成运量 4,835.26 万吨，同比减少 3.44%；钢材完成运量 719.70 万吨，同比减少 21.77%；煤炭

完成运量 4,315.72 万吨，同比增长 8.73%；其他货种完成运量 655.17 万吨，同比减少 14.37%。集

装箱完成 80.96 万标箱，同比减少 13.22%。受到巴西、澳洲铁矿石减产影响，铁矿石价格大幅上

涨，上半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明显下滑，港口铁矿石吞吐量也随之下降，再加上环保限产等因素的

影响，公司主要货种矿石、钢材、水渣等货种的运量同比有所减少；在煤炭运输“公转铁”趋势、

进口煤炭形势向好等因素的推动下，公司发挥专业化泊位运营和铁路集输运的优势，上半年公司

动力煤和焦煤运量同比实现增长。 

2、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3.87%；实现利润总额 11.09 亿元，同比增长 13.8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1 亿元，同比增长 12.69%；实现每股收益 0.15 元。主营业务

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装卸堆存 2,138,454,793.48 1,041,414,839.68 51.30% 6.05% 1.33% 2.27%

港务管理 128,941,875.46 67,999,532.77 47.26% -9.86% 7.73% -8.61%

商品销售 3,113,139,326.08 3,047,546,141.21 2.11% 91.94% 92.45% -0.26%

船舶运输 281,860,219.15 412,887,349.26 -46.49% -17.11% -24.07% 13.42%

物流及其他 160,404,302.38 84,596,454.65 47.26% -8.99% -18.09% 5.86%

集装箱 136,620,666.99 138,495,305.43 -1.37% -9.69% 13.61% -20.79%

其他业务 9,973,598.32 5,291,360.77 46.95% -1.29% -14.30% 8.05%

本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较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较上

年增减

毛利率较上年

同期增减
项目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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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国贸公司及香港国

贸公司贸易业务增加所致。 

3、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但结合国内外整体环境看，未来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公司按照年初工作部署，统筹做好降成本、

增效益、促创新、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各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持续推进四大板块建设和西北战略。公司克服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继续推进四大板块

建设，不断提升市场开拓、盈利创收的能力，在夯实港口装卸主业的同时，港口物流、跨境电商、

保税仓储、混矿等新业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陆向布局上，公司继续深入推进西北战略，随着

唐山港内蒙古公铁物流内陆港、唐山港内蒙古伊泰内陆港的相继开通，累计设立内陆港 18 座，延

伸了西北地区服务链条，打通了唐山港西北内陆物流运输大通道，形成了覆盖内蒙古、新疆、山

西、陕西的内陆港集疏运格局，唐山港已经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出海口。 

二是扎实做好生产与安全管理工作。通过统筹调配全港生产作业资源，实行精细化、扁平化、

统筹化的生产管理模式，提高生产作业组织效率，研究推进工艺改进与创新，严控各类成本支出，

扎实做好降本增效、提质创新工作。做好安全管理基础工作，开展安全技术攻关和公司安全月活

动，在隐患排查、风险预控、问题整改、应急演练、宣贯培训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创新安全管

理机制和各领域管理标准，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行最小安全作业单元管理机制。 

三是持续推进绿色港口建设。严格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各项环保要求，扎实推进港区功能、货

种结构、运输方式调整，发挥公司集装箱运输优势，积极开拓多个货种的散改集、杂改集业务，

推广新能源车辆在集疏运上的应用，加快港区铁路资源统筹调度和相关的项目建设，推动大宗散

货运输方式的“公转铁”，全力打造绿色集疏运体系。实施公司环保资源的统筹管理，提升环保资

源利用率，持续开展环保科技创新和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力度，报告期内重点

实施了港区绿化、苫盖、环保设备、环保基础设施维修改造、挡风抑尘墙建设等方面的环保提升

项目，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四是持续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公司以“需求导向、适度超前、科学规划、充分预留”为原则，

推进信息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实现无人集卡水平运输智能化，通用泊位实现门机半智能化作业，

员工劳动强度大幅下降。 

五是稳步推进工程项目建设。煤炭储运堆场土建工程完成了交工验收，正在办理交工证书；

23#-25#多用途泊位工程已全部完工，并于 2019 年 3 月开始重载试车, 土建交工验收、防雷验收、

效能验收、消防验收、安全验收、职业病验收均已完成；京唐港铁路专用线（货 18 线）改建工程

于 2019 年 1 月开工，目前正在施工建设中。 

六是持续推进党的建设。公司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充分发挥公司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任务；加强廉政建设，公司组织党

员干部观看专题片，深入开展政治性警示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环境。2019 年 6 月，唐山市授予了

公司党委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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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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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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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

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019年 3月 22日，经本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本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说明 1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说明 2 

说明 1：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虑

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工具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

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合同资产、部分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本集团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历史信用损失率进行了测算，基于当前可观察及考虑前瞻性因

素，出于谨慎性的考虑,集团将历史损失率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本集团认为，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按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的金融资产减值对合并报表影响不大。 

报表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面价值（2019年 1月 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7,780,000.00 -237,78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37,780,000.00 237,780,000.00 

说明 2： 

报表项目 

按原报表格式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月 31日） 

调整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面价值（2019年 1月 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92,849,723.93 -1,392,849,723.93   

应收票据   564,285,025.13 564,285,025.13 

应收账款   828,564,698.80 828,564,698.8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65,947,626.07 -2,765,947,626.07   

应付账款   8,366,583.68 8,366,583.68 

应付票据   2,757,581,042.39 2,757,581,0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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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