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717                                         公司简称：天津港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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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孙彬 因公出差 张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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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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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 6007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小薇 齐立巍 

电话 022-25702708 022-25702708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港路99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港路99号 

电子信箱 guoxiaowei@tianjin-port.com qiliwei@tianjin-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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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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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36,201,343,294.39 34,201,914,145.05 34,201,914,145.05 5.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215,668,250.61 15,874,003,436.97 15,874,003,436.9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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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875,220.84 1,219,699,912.53 1,219,699,912.53 -5.56 

营业收入 5,956,723,166.34 5,926,893,127.01 5,930,331,397.04 0.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3,679,744.58 447,293,083.35 447,293,083.35 -5.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194,773.49 340,846,941.18 340,846,941.18 1.8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62 2.82 2.82 

减少0.20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27 0.27 -7.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27 0.27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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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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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81 1,141,815,01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5 25,065,84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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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0 12,120,786 0 未知 0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12,096,000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2 8,409,524 0 未知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0 8,136,480 0 未知 0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36 7,289,664 0 未知 0 

郭登海 未知 0.35 7,128,000 0 未知 0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34 6,834,060 0 未知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2 6,463,680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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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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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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攻坚克难、真

抓实干，公司经营保持稳中向好态势，集装箱吞吐量增速位居沿海港口前

列，公司效益逐步企稳，各方面工作开创新局面。公司集装箱业务加快发

展，散杂货业务优化调整，物流业务势头良好，安全环保工作扎实推进，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基础管理不断巩固。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吞吐量总计 19,804 万吨，较上年同期（按

照交通部《关于调整港口滚装汽车吞吐量计算方法的通知》的要求对 2018

年滚装汽车吞吐量计算方法予以调整后）增长 2.02 %。其中：散杂货吞

吐量 10,490 万吨，比上年同期（按照交通部要求调整后）下降 5.02 %；

集装箱吞吐量 831.5 万 TEU，较上年同期增长 6.74 %。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30

亿元，增长 0.50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装卸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

增长。 

公司营业总成本为 55.4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0.68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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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随着业务量增加

倒运、出入库等变动费用增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7.35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57

亿元，下降 17.65%，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子公司出售股票导致公司投资

收益增加。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24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 0.24 亿元，下降 5.28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9.53 %，流动比率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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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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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

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

业，按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上述新会计准则。 

经公司八届十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合并资产负债表，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期末余额 670,578,263.34

元，期初余额 444,192,440.92

元。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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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调整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列报，并对

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

收 票 据 ” 期 末 余 额

480,371,417.63 元，期初余额

563,378,194.42 元；“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1,762,084,775.06 元，

期初余额 1,741,266,376.24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

付 票 据 ” 期 末 余 额

212,362,391.18 元，期初余额

171,352,185.10 元；“应付账款”

期末余额 2,098,600,924.44 元，

期初余额 2,061,201,122.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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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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