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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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铁龙物流 600125 铁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畅晓东 邵佐龙 

电话 0411-82810881 0411-82810881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电子信箱 changxiaodong@chinacrt.com shaozuolong@chinac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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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3,330,848.81 9,891,666,078.27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86,835,330.63 5,971,162,208.7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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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70,215.43 192,981,440.81 73.84 

营业收入 8,787,562,674.40 7,770,824,896.87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149,403.00 265,713,203.84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5,722,605.55 253,089,600.32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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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2 4.581 减少0.3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 0.204 -2.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 0.20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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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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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90 207,554,700   无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11 184,193,104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88 37,565,887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5,758,200   未知   

邓潮泉 境内自然人 0.81 10,510,005   未知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基

金臻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 9,465,676   未知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景顺长

城基金工行 500 增强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5 5,90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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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3 5,655,224   未知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公司 其他 0.42 5,432,80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 其他 0.35 4,573,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

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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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铁龙 01 155014 2018-11-7 2020-11-7 7.5 4.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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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5.11%   39.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22   19.6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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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公司坚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为指引，及时快速落实行业部署要求，在上级党委和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保持定力、坚守阵地，

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营组织等方面及时做好调整和部署，打了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市场

经营攻坚战、品牌形象保卫战，经受了来自疫情影响和市场变化的双重考验，保证了各项重点工

作有序开展。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87.88 亿元，同比增长 13.0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

亿元，同比减少 2.47%。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66,991.31 55,841.28 16.64 -17.23 -13.68 减少 3.44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127,156.92 102,907.53 19.07 9.70 8.37 增加 0.99 个百分点 

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670,137.68 664,328.64 0.87 21.68 23.08 减少 1.13 个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2,175.27 972.08 55.31 -1.76 -5.97 增加 2.00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10,265.55 8,007.47 22.00 -54.01 -53.42 减少 0.98 个百分点 

其它业务 2,029.54 2,672.21 -31.67 -58.82 -47.48 减少 28.44 个百分点 

合计 878,756.27 834,729.21 5.01 13.08 15.50 减少 1.9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1）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受疫情因素影响，上半年物流行业整体市场运输需求放缓，公司铁路特种箱业务也受到一定

影响。公司根据各地区疫情防控要求，多举措积极推进、保障复工复产，全力稳定既有市场，积

极拓展新增市场，挖潜增效降本节支。报告期总计完成发送量 65.37 万 TEU，较上年同期 73.89

万 TEU 减少 11.53%；实现收入 6.70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7.23%；实现毛利 1.12 亿元，同比

减少 31.38%；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3.44 个百分点。 

（2）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报告期公司沙鲅铁路积极应对疫情对铁路运输业务的影响，一方面继续抓好大客户货源管理

和大宗货物营销组织，保证既有货源不流失；另一方面联合港口共同走访大客户，协助客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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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业、铁路承运，设计铁路运输优化方案，争取新项目和货源增长点。报告期沙鲅铁路充分

发挥铁路运输优势，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力承接“公转铁”回流及增量货源，实现了区域内大宗

货物进一步回流铁路运输的良好局面。报告期沙鲅铁路到发量合计完成 3,231.44 万吨，较上年同

期 2,625.27 万吨增长 23.09%；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12.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70%；实现毛

利 2.42 亿元，同比增长 15.68%；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0.99 个百分点。 

（3）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报告期公司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对业务的影响，合理分配资源，优化经营模式，努力保持钢

材供应链项目平稳运营。报告期累计销售钢材等共 168.38 万吨，较上年同期 169.41 万吨减少

0.61%。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67.01 亿元，较上年同期 55.08 亿元增长 21.68%；受该业务运杂费

核算要求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实现毛利 0.58 亿元，同比减少 47.16%；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减少 1.13 个百分点。 

（4）铁路客运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客运业务基本保持平稳，实现营业收入 0.22 亿元，同比减少 1.76%。 

（5）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房地产业务受疫情因素影响，既有房源销售进度放缓，实现收入 1.03 亿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 54.01%；实现毛利 0.23 亿元，同比减少 55.97%。 

（6）其他业务 

报告期公司加强其他业务的经营管理，注重稳定经营、协调发展，但由于酒店、新型材料等

业务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其他业务合计完成营业收入 0.20 亿元，同比减少 58.82%，实现毛利

-642.67 万元，同比减少 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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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根据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自 2020 年一季报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详情请参阅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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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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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

盖章页） 

 

 

 

 

 

 

 

 

 

 

 

 

 

 

 

 

 

 

                                                   董事长：张骥翼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