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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凤路 董事 因公出差 刘庆顺 

孙彬 董事 因公出差 马全胜 

赵明奎 董事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司负责人梁永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诸葛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毛永强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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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7,232,667.40 34,201,914,145.05 34,201,914,145.05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096,191,350.45 15,874,003,436.97 15,874,003,436.97 1.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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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61,466.87 334,417,466.04 334,417,466.04 58.2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818,491,843.05 2,758,102,264.39 2,758,429,852.83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6,127,171.77 231,344,606.84 231,344,606.84 -3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5,221,931.72 122,530,712.15 122,530,712.15 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1 1.47 1.47 减少 0.5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4 0.14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4 0.14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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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89,909.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5,9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616.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7.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245.93 

所得税影响额 -258,361.91 

合计 905,240.05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9,3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951,512,511 56.81  无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888,200 1.2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0,080,000 0.6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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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1,405 0.52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780,400 0.40  无  未知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74,720 0.36  无  未知 

郭登海 5,940,000 0.35  无  未知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695,050 0.34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386,400 0.32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83,100 0.31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951,512,511 人民币普通股 951,512,5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8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88,200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0,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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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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1,405 人民币普通股 8,731,405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7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0,400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74,720 人民币普通股 6,074,720 

郭登海 5,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40,000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695,050 人民币普通股 5,695,05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3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6,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3,100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显创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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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股票不存在质押或

冻结情况。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持有股票质押或

冻结情况未知。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本期发生数） 

上年度期末数 

（上期发生数） 
变动额 变动率 

其他应收款 64,945,498.72 97,158,048.59 -32,212,549.87 -33.15% 

存货 166,331,013.38 255,274,062.41 -88,943,049.03 -34.8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4,192,440.92 -444,192,440.92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92,326,366.45   592,326,366.4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4,728,566.01 97,695,084.63 37,033,481.38 37.91% 

其他综合收益 265,638,745.37 198,027,471.01 67,611,274.36 34.14% 

专项储备 9,381,819.05 2,305,789.71 7,076,029.34 306.88% 

研发费用 2,167,008.60 3,702,766.96 -1,535,758.36 -41.48% 

资产减值损失   -1,217,660.98 1,217,660.98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302,425.01   302,425.01   

其他收益  493,666.39   732,499.18   -238,832.79 -32.61% 

投资收益 101,599,593.58 330,531,464.76 -228,931,871.18 -69.26% 

资产处置收益 -163,271.06 4,841.06 -168,112.12 -3472.63% 

营业外收入 2,249,593.39 948,760.59 1,300,832.80 137.11% 

营业外支出 786,361.70 1,865,319.66 -1,078,957.96 -57.84% 

所得税费用 70,918,200.29 128,905,746.57 -57,987,546.28 -44.98% 

其他应收款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联营公司股利 

存货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存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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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日  期 大   事   记 披露报刊 

2019-01-05 刊登《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上海证券报》92版、

《中国证券报》B036版 

2019-03-23 

刊登《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摘要》、《天

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天津

港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天津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上海证券报》58版、

《中国证券报》B074版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永岑 

日期 2019年 4月 29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变动原因：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主要变动原因：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变动原因：   持有股票价值上升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变动原因：   持有股票价值上升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专项储备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安全生产费增加 

研发费用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研发费用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变动原因：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信用减值损失主要变动原因：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其他收益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收到个税手续费返还款减少 

投资收益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上年同期出售股票，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资产报废利得增加 

营业外支出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主要变动原因：   所属子公司上年同期出售股票，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