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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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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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3,939,934,891.13 24,659,490,153.40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516,808,431.71 17,129,029,402.35 2.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0,570,033.40 102,577,555.72 836.43 

营业收入 3,902,326,346.42 5,969,394,781.86 -3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904,642,177.31 880,539,150.2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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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7,983,727.51 866,165,083.55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4 5.46 减少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27 0.1486 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27 0.1486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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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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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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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2.62 155,181,109 0 无 0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1 107,462,08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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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35 80,13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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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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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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带来的疫情防控压力和经济形势压力，公司克服困难，多措并

举确保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一）吞吐量完成情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主导京唐港区建设发展的大型国有上市港口企业，运输货种主要

是煤炭、矿石、钢材等大宗散杂货，以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性物资为主。2020 年上半年，

公司吞吐量（包括集装箱）完成 1.17 亿吨，同比减少 1.28%；其中，散杂货物吞吐量完成 1.06 亿

吨，同比增长 0.78%；集装箱完成 71.58 万 TEU，同比减少 11.59%。 

矿石完成运量 5,132.29 万吨，同比增长 6.14%，公司在保持交叉腹地运量稳定的同时,积极开

发外阜地区货源，引进新客户，同时公司贸易商及矿山运量增加，因此公司上半年矿石运量实现

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97.03 万吨。煤炭完成 3,710.18 万吨，同比减少 14.03%，虽然随着复

工复产提速，火电发电量明显增加，煤炭需求开始回升，但 2 至 4 月受疫情影响，用电需求低迷，

煤炭下水量大幅减少，导致公司上半年煤炭运量减少。钢材完成 647.13 万吨，同比减少 10.08%，

由于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货源分流至其他港口运输，同时南北方钢材价格倒挂，钢材南下需求

减少，部分钢厂均不同程度减产、检修，导致公司钢材运量减少。公司其他货种完成 1,117.89 万

吨，同比增长 70.63%，主要是公司多措并举，积极引入新货种砂石料，上半年累计完成运量 492

万吨所致。 

集装箱方面，受疫情影响，造成港口上下游物流链不畅，加之下游企业需求不足，适箱货源

生成量减少，内贸集装箱吞吐量减少；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外疫情蔓延影响，国外客户暂停部分

订单，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减少，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71.58 万 TEU，同比减少 11.59%。 

公司 2016 年 1-6 月至 2020 年 1-6 月货物吞吐量情况 

单位：亿吨 

 公司 2016 年 1-6 月至 2020 年 1-6 月货种吞吐量情况 

单位：万吨 

  

（二）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以持续推进四大板块建设、深入融

合五大管理体系为抓手，坚持“干管谋创”，狠抓降本增效，保持了公司各项经营指标的稳定，其

中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02 亿元，同比减少 34.63%，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唐山港集团（北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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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贸易业务减少所致；实现利润总额 11.99 亿

元，同比增长 8.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 亿元，同比增长 2.74%；实现每股收

益 0.1527 元。 

公司 2016 年 1-6 月至 2020 年 1-6 月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公司 2016 年 1-6 月至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单位:亿元 

  

公司主营业务分板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较

上期增减

营业成本较

上期增减

毛利率较

上期增减

装卸堆存 2,137,862,643.36 1,074,025,615.18 49.76% -0.03% 3.13% -1.54%

港务管理 122,468,734.72 62,494,152.59 48.97% -5.02% -8.10% 1.71%

商品销售 1,434,678,564.05 1,371,346,686.80 4.41% -53.92% -55.00% 2.31%

船舶运输 28,448,302.54 41,826,717.36 -47.03% -89.91% -89.87% -0.54%

物流及其他 37,628,107.25 23,314,934.25 38.04% -76.54% -72.44% -9.22%

集装箱 118,242,123.36 129,896,294.20 -9.86% -13.45% -6.21% -8.48%  

商品销售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国贸公司、香港

国贸公司贸易业务减少所致。 

船舶运输、物流及其他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合

德公司船舶运输业务减少所致。 

（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一是持续推进四大板块建设。以大宗散杂货为代表的主营业务稳定增长。面对疫情和市场环

境的不利影响，公司密切联系客户，及时了解客户需求，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在稳定老客户

群体的同时积极引进新客户，努力推动支柱货种增量。同时，公司大力开发和培育新货种，上半

年新增机制砂、碎石，进一步实现公司货种多元化。散改集方面，公司积极推进“散改集”业务，

坚持以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通过与客户建立密切联系、深入沟通，成功推进焦

粉散改集业务，进一步加深了公司与南方港口合作关系，为公司在更广领域拓展“散改集”业务

奠定基础。保税业务方面，公司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业务，开发腹地进

出口货源市场，跨境电商业务上半年交易额完成 3613.87 万元。 

二是继续加强生产运营管理。公司强化生产领域统筹力度，优化生产组织流程，科学安排船

舶进港靠泊，高效有序组织生产。对标国内先进港口，制定生产领域指标体系，优化生产资源配

置，采取考核奖励机制，激励各作业公司兑现作业任务，提质增效效果显著。深入推进库场统筹，

盘活库场资源，解决场地紧张问题，上半年，公司通过在控制货场转栈成本、跨区域盘活库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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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库容能力挖潜等环节深化统筹，节省外付成本。 

三是继续加强职能管理。上半年，公司继续扎实推进“安全、质量、预算、绩效、风控”五

大管理体系深入融合。安全管理方面，公司以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控”体系为主线，以生产单

位安全管理水平评估、全员动态积分管控、大力推进安全技术创新等工作为重点，推进公司安全

管理水平整体提升。质量管理方面,开展管理体系自我评价和体系建设工作，扎实推进文件标准化、

现场作业标准化以及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公司质量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方面，公司修

订预算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工作，加强职能管控作用；按月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加强

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公司各领域挖潜增效，研究新盈利增长点。绩效管理方面，建立专项激励

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定绩效考核定量评价体系，加强公司考核机制的建立和考核

落实的监督与指导。加强风险管理,发现并改进公司存在的风险问题,搭建风险数据库,明确风险管

控措施,规范信用和新业态模式风险管理,进一步提升公司风险管理水平。  

四是持续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公司贯彻装备智能化和管理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智慧港口建设理

念，持续打造具备人文特色的智慧港口。一是以科技创新助力疫情防控。公司最大限度配置资源，

高效应对疫情防控精准化、实时化需求，及时开发相关应用系统，积极开展远程办公和作业过程

物理隔离，为夺取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双胜利提供有力支持。二是智慧港口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

进。全国首个港区级全过程智能化生产管控系统基本开发完成，集装箱自动化码头远程操控全面

上线运行，专业散货库场堆取料机智能控制改造已启动。在新基建领域，公司与中国移动、华为

公司共同推进 5G+智慧港口建设，并被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评选为“5G智慧港口示范基地”，同时成

功入选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项目。 

五是稳步推进绿色港口建设。上半年,公司通过环保设备统筹管理，提高环保设备使用效率，

节约环保费用支出。扎实推动固定式喷枪洒水装置和防风网等环保提升工程前期设计工作，待时

机成熟后落地实施。公司根据现场散货码头和库场功能布局，制定环保规划方案，采取建设环保

设施、配置环保设备等措施建立投资计划，进一步提升公司环保污染治理水平。 

六是扎实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公司按照时间进度，扎实推进上年接转的工程项目建设。继续

推进矿石装车系统一期项目，并于上半年开工建设，目前正在建设中。推进各项工程项目的专项

验收工作，煤炭储运堆场各项专项验收正在推进中；三港池通用泊位改造一期工程已通过对外开

放预验收，正在申请对外开放正式验收；做好 23#-25#多用途泊位、三港池西岸南段工作船泊位

的环保和档案验收准备；完成货 18 线改造安全、职业卫生、环保的专项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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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对此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

容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披露的《唐山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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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