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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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宣国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单利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耿威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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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5,909,724.23 24,659,490,153.40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998,683,590.32 17,129,029,402.35 5.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01,387,547.94 250,051,890.95 500.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200,025,371.42 8,529,722,348.15 -2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52,147,706.75 1,253,119,979.31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2,685,221.07 1,258,437,956.37 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6 7.73 减少 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82 0.2115 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82 0.2115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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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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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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4,571.90 56,793,725.99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68,859.04 -1,096,580.1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124,039.26 27,178,066.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4,532.94 4,132,317.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6,331.16 -10,914,853.02  

所得税影响额 -3,643,918.02 -16,585,418.26  

合计 12,804,035.88 59,462,4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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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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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59,608,735 44.88 0 无 0 国有法人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0,673,440 8.11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231,463,674 3.9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393,118 2.77 0 无 0 未知 

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 

155,181,109 2.62 0 
无 

0 未知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7,462,089 1.8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785,562 1.58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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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87,999 0.47 0 

无 

0 未知 

国投交通公司 23,400,000 0.39 0 无 0 国有法人 

顾利勇 23,389,97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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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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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59,608,735 人民币普通股 2,659,608,735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0,673,440 人民币普通股 480,673,440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231,463,674 人民币普通股 231,463,67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393,118 人民币普通股 164,393,118 

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55,181,109 人民币普通股 155,181,109 

河北港口集团（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7,462,089 人民币普通股 107,462,08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785,562 人民币普通股 93,78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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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87,999 
人民币普通股 

27,587,999 

国投交通公司 2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0,000 

顾利勇 23,389,970 人民币普通股 23,38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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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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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9月份, 公司吞吐量（包括集装箱）完成18,095.32万吨，同比增长0.83%。其中，散

杂货物完成吞吐量16,242.49万吨，同比增长2.09%。矿石方面，公司在保持唐山地区腹地运量稳

定的同时,积极开发外阜地区货源，引进新客户，矿石完成8,226.26万吨，同比增长9.04%。煤炭

方面，焦煤受通关政策影响及动力煤受疫情影响吞吐量均下降，致使公司煤炭完成5,540.81万吨，

同比减少12.87%。钢材方面，受疫情影响吞吐量降低，钢材完成948.94万吨，同比减少11.01%。

公司其他货种完成1,526.49万吨，同比增长62.37%，主要是公司多措并举，在保持原有货种运量

稳定的同时，积极引入了新货种砂石料。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44.01万TEU，与上年同期基本持

平。 

2020年1-9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0,002.54万元，同比减少27.31%，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

唐山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贸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国

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国贸公司”）贸易业务减少所致；实现利润总额178,156.56万元,同

比增长18.06%，主要是公司在保持主业稳健的基础上，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公司利润同比实现

增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214.77万元，同比增长7.90%；实现每股收益0.2282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金额 上年年末金额 增幅 解释 

交易性金融资产  672,222,630.56   62,010,859.20  984.04%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投资结构

性存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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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509,331,781.53   63,277,631.75  704.9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国贸

公司期末以信用证结算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  570,113,883.47   882,576,554.97  -35.40%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部分

业务采用预收款结算方式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25,541,726.18   590,867,512.02  56.64%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唐山市港

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

口物流公司”）以银行承兑汇

票结算的客户业务量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35,830,522.10   367,139,143.24  -63.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

公司贸易业务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984,928.70   53,290,250.39  -56.87%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国贸

公司掉期账户平仓及收回年初

保证金所致 

存货  447,255,271.18   751,753,638.77  -40.51%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

公司本期销售增加，库存减少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684,433.64   49,283,246.72  203.7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京唐港首

钢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钢码头”）预付工程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432,250,561.78   82,689,267.78  422.74%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国贸

公司押汇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58,291,382.18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港口物流

公司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业务款所致 

预收款项   9,043,441.52   281,877,224.86  -96.79% 

主要系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已收客

户对价而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

务款在合同负债列报所致 

合同负债  424,958,036.83    100.00% 

主要系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已收客

户对价而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

务款在合同负债列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8,954,574.31   164,167,441.29  45.56%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计提效益

工资等所致 

应交税费  304,316,083.24   495,446,635.16  -38.58%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支付企业

所得税及环境保护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7,300,967.95   495,134,548.77  -94.49%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首钢码

头、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津唐集装箱

公司”）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偿还中期票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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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1,041,425,470.70    100.00% 
主要系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所致 

长期借款  157,750,000.00  1,026,820,000.00  -84.64%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首钢码

头、津唐集装箱公司偿还银行

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439,791,918.38   337,500,247.50  30.31%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首钢码头

收到 25 万吨级内航道工程建

设项目资金补助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76,729.71   2,834,765.34  68.51%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投资结构

性存款公允价值收益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幅 解释 

营业收入   6,200,025,371.42    8,529,722,348.15  -27.31%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

贸公司、香港国贸公司贸易

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4,400,243,446.81    6,864,924,187.67  -35.9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

贸公司、香港国贸公司贸易

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777,372.85       23,990,961.58  -88.4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港

合德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德公司”）销售费用

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526,309.38       54,770,203.39  -100.96%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首钢码

头、津唐集装箱公司偿还银

行借款，公司之子公司国贸

公司等外币交易折算汇兑收

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0,591,380.56      -16,065,174.04  165.93%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投资结

构性存款确认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058,088.23      -10,567,610.3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应收账

款较年初减少，转回计提的

预期信用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997.6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唐山港

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息技术公司”）

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633,789.22       21,785,635.36  58.98% 

主要系公司收到2020年第一

批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

公司收到企业发展资金财政

补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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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

以“-”号填列） 
    116,008,202.15      -42,098,852.14  375.56%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

贸公司、津唐集装箱公司经

营净利润同比增加，按持股

比例计算的少数股东投资收

益同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幅 解释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20.80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信息

技术公司收到即征即退增

值税返还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90,116,421.96  1,256,167,823.27  -45.06%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

国贸公司、香港国贸公司期

货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4,346,195,274.07  6,680,658,618.54  -34.94%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北京

国贸公司、京唐港煤炭港埠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煤炭公司”）贸易业务减

少，采购商品付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67,473,278.73  1,361,914,362.14  -73.0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国贸

公司、香港国贸公司期货保

证金、信用证保证金同比减

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煤炭

公司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631,250.00   194,087,933.64  -85.25%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被投资

企业利润分配款同比减少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7,022.00   45,880.27  -84.69%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上年

同期资产报废收到残料款

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2,322,499.63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上海

合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

售其全资子公司合德香港

取得价款净额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33,042,897.30   520,090,761.75  -55.19% 

主要系公司上期支付工程

建设款及公司之子公司津

唐集装箱公司支付唐港实

业 26#-27#泊位配套设施等

相关资产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77,616,624.25   554,050,000.00  40.35%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投资

结构性存款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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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44,238,755.68  3,422,397,152.85  -43.19%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国贸

公司、香港国贸公司贸易业

务减少相应短期押汇借款

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发行 2020年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13,375,569.46     16,957,007.22  1158.33% 

主要系公司偿还 2015年第

一期中期票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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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召开的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唐山港京唐港区三

港池通用泊位改造一期工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8月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该项目于9月28日通过了对外开放

正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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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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