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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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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广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国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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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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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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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5,293,330,920.02 35,106,520,852.28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406,112,370.39 16,332,716,709.00 0.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8,585,333.20 510,061,466.87 33.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06,811,461.80 2,818,491,843.05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088,870.93 127,127,171.77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218,461.78 145,221,931.72 -2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80 减少 0.1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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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457.0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76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81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4,046.59 

所得税影响额 -92,944.09 

合计 -129,5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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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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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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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815,013 56.81  无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065,840 1.25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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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登海 12,044,900 0.6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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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2,746 0.47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136,480 0.40  无  未知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289,664 0.36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54,896 0.35  无  未知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83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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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3,68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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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815,013 人民币普通股 1,141,815,01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065,840 人民币普通股 25,065,840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2,0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96,000 

郭登海 12,0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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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2,746 人民币普通股 9,402,746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136,480 人民币普通股 8,136,480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289,664 人民币普通股 7,289,6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54,896 人民币普通股 6,954,896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834,060 人民币普通股 6,834,06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6,463,680 人民币普通股 6,46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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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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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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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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预收款项 491,810,987.76 831,741,053.50 -339,930,065.74 -40.87%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合同负债 244,907,799.23  244,907,799.23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其他流动负债 21,787,294.54  21,787,294.54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专项储备 15,360,691.52 4,921,352.33 10,439,339.19 212.12% 所属子公司安全生产费增加 

研发费用 14,004,447.77  2,167,008.60  11,837,439.17  546.26% 所属子公司研发项目增加 

其他收益 3,722,980.47  493,666.39  3,229,314.08  654.15% 所属子公司增值税加计抵减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63,271.06  163,271.06  -100.00% 本期未产生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1,572,119.87  2,249,593.39  -677,473.52  -30.12%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1,282,480.04  19,786,361.70  -18,503,881.66  -93.52%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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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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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广军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