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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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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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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若山 独立董事 因公 宋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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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942,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27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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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5）25290932 （0755）25290932 

电话 （0755）25290180 （0755）2529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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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港口投资开发和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业务,码头建设工程管

理,收费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出口货物监管仓和其他港口配套仓储物流经营。港口业方面，公司投资开发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控股经营湖北黄石新港和广东惠州荃湾煤炭码头；参股经营盐田国际（一、二期）、西港区码头公司、曹

妃甸港股份公司及海峡股份公司；路桥业方面，公司通过控股经营惠盐高速公司，对惠盐高速深圳段进行

收费和运营管理；仓储物流业方面，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盐田港监管仓公司、内部独立核算单位物流事业

部以及参股企业中远盐田港物流公司，分别经营盐田港3#区海关出口监管仓库、5#区普通仓库、中远物流

盐田港保税物流中心。 

（二）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从事的港口行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国家及区域经济贸易发展状况密切相

关。2018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放缓。中国经济外部

环境复杂严峻，经济增速下降，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国内港口吞吐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速

较2017年放缓。 

盐田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单一港区之一，是华南地区集装箱枢纽港，在区域经济和全球外贸

运输网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公司控股经营的黄石新港一期工程1-9#泊位已全部建成，初

步形成集散货、件杂、集装箱和多式联运业务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港口，成为长江沿线港口的标兵。公司

控股经营的惠州荃湾煤炭码头1#泊位于2018年10月开始试运营。 

路桥业方面，近年来国家政策变化趋向降低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并在节假日

免费通行，使得经营成本和风险增加，同时随着广东省路网日趋密集和完善，存在车辆分流和竞争逐渐加

剧的趋势，但珠三角是国内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及相关政策逐步落地，惠盐高

速车流量保持较好增长，收益相对稳定。 

公司仓储物流规模相对较小，随着盐田港后方仓储物流业竞争加剧，亟需通过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

提升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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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03,513,948.86 343,778,902.53 17.38% 283,736,9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644,068.48 404,355,216.05 17.38% 351,824,53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8,443,411.98 393,007,764.17 11.56% 343,971,44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724,316.93 99,016,882.90 1.72% 55,571,00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1 14.29%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1 14.29%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6.63% 0.68% 6.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0,335,820,148.07 9,296,003,914.44 11.19% 8,257,125,68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7,806,177.87 6,260,230,876.37 7.63% 5,883,176,809.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0,155,975.18 95,917,527.36 106,575,533.54 110,864,9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32,118.46 114,751,981.02 126,817,879.90 176,442,0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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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582,951.00 112,560,153.38 126,764,053.09 142,536,25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76,308.59 27,836,689.40 55,789,140.09 -5,777,821.1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5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73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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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450,0

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1% 62,2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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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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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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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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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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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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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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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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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3% 18,0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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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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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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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支付本期公司债 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期间的

利息 9,360,000.0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主体信用状况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2016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进行综合评估，评定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面向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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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公开发行的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等级为AA+。 

联合评级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该年

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联合评级对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将在本公司网站、联合评级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

告，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晚于在本公司网站、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

披露的时间；同时，跟踪评级报告将报送本公司和监管部门等。 

2018年6月8日，联合评级出具了《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8】823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6盐港01”公司债券信

用等级为AA+。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6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24.82% 23.89% 0.9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2.58% 31.01% 1.57% 

利息保障倍数 6.83 7.1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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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放缓。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但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增速呈现逐季回落态势。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公司按照“扭转—

增长”发展战略，对外积极拓展，对内夯实基础，全体员工振奋精神、锐意进取，稳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经营目标和工作任务。 

（一）圆满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51.39 万元，同比增长17.38%，主要是黄石新港吞吐量大幅增长，

惠州荃湾煤炭码头1#泊位试运营，以及惠盐高速公司车流量增加。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7,464.41

万元，同比增长17.38%，其中： 

港口业务方面：公司控股的黄石新港公司报告期内吞吐量1,267.50万吨，同比增加590.79万吨，增幅

87.30%,主要是黄石新港一期二阶段泊位陆续投产带动吞吐量快速增长。完成营业收入11,200.26万元，同

比增长52.06%，实现净利润367.99万元，同比增长64.91%。公司控股的惠深投控公司试运营累计吞吐量

58.03万吨，完成营业收入1,294.49万元。 

收费路桥业务方面：公司控股的惠盐高速公司报告期内车流量4,134.96万辆次，同比增长8.41%,主要

是车流量保持较好自然增长。完成营业收入24,638.72万元，同比增长5.41%，实现净利润15,186.76万元，

同比增长49.46%,主要原因是收入同比增加，营业成本因高速公路扩建，不需大修，冲销了预计负债-公路

大修准备金4,709.44万元，同比降幅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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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96万元，同比

增长3.08%。实现净利润260.73万元，同比减少41.75%，主要是2018年政府外贸调结构政策的相关补助资

金减少。 

（二）惠盐高速平面改扩建施工全面开展 

公司积极推进惠盐高速深圳段改扩建工程。2017年5月19日，项目取得了广东省发改委核准批复。2018

年，项目取得全部政府审批手续，主线施工全面开展，完成征地拆迁及补偿2亿元，超额完成全年拆迁任

务，并顺利完成项目融资方案招标。公司“再造惠盐”的任务取得初步成果。 

（三）惠控煤码头实现铁路进港线建成通车，1#泊位开始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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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惠控煤炭码头投资建设的两座环保封闭条形煤仓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2018年10月，铁路

进港线建成通车，并入全国铁路网，海铁联运优势形成，码头由建设期正式转入试运营期。市场拓展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试运营期共接卸煤轮21艘，结算吞吐量58.03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294.49万元，公司港

口主营业务取得新突破。 

（四）黄石新港建设与运营并举，经营业绩再上新台阶 

2018年，黄石新港全面推进港口建设和运营工作，一期工程二阶段正在快速建设之中。黄石新港进境

粮食指定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正办理口岸申报审批。2018年，黄石新港深挖市场潜能，积极开展铁

水联运业务，全年共开行集装箱班列53趟。2018年11月28日，黄石新港二期工程全面开工，与大冶有色合

建黄石新港有色化工码头一期工程于2018年4月建成并投产试运行，黄石新港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五）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项目启动区开工建设 

2018年3月，黄石物流园公司注册成立。2018年12月，项目启动区正式开工建设，为盐田港在黄石推

进“港园联动”的思路奠定有力基础。 

（六）积极对外拓展，谋求新发展 

为响应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公司对长江流域重要港口、物流园区等项目进行多次实地调研、筛

选和商务洽谈，助力长江黄金水道布局；完成收购Svitzer公司所持有的盐田拖轮公司10%股权，并于2018

年3月30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进一步完善港口配套服务产业链。 

（七）夯实内部基础，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一是，通过推进标准化管理、授权管理体系、信息化建设等措施，全面深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

率；二是，优化年度绩效考核体系，提升公司整体效能；三是，通过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和筹资规划，进一

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为公司发展提供保障；四是，推进公司人才培养计划，规范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五是，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六是，加强控参股企业产权管理，确保公司整体目标

的实现。 

（八）围绕中心抓党建，务求实效促发展 

一是，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完善组织领导，加

强制度保障，2018年，完成了公司章程增加党建内容的修订工作，制定了“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管理相关

制度；三是，注重廉洁教育，加强纪检工作，成立纪检监察室、监事会办公室，完善了纪检机构设置；四

是，顺利完成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夯实队伍建设，同时，积极推动“工建、团建、妇建”工作，丰富员工

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公司凝聚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403,513,948.86 227,631,244.21 56.41% 17.38% 45.97% 11.0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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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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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执行前述通知。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本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相应调整：  

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原“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无实质性

影响。 

b.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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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年增加合并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本公司与中新联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物流”）、

黄石新港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股31%、29%、20%、20%。

该公司已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MA4938XHX5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5000万元。本公司与盐田港

物流共计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双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盐田港物流在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和董事会上与本公司保持一致表决，本公司自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即合并

其会计报表。 

本公司与盐田港物流同受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本次投资为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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