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 田 港                           公告编号：2020-44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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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乔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建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丽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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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860,666,874.27 11,017,213,585.60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597,168,997.42 7,100,570,109.62 21.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1,062,293.13 -11.52% 380,845,149.33 -1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0,722,211.92 35.11% 313,201,742.70 1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7,008,174.98 32.20% 286,516,499.01 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9,818,017.85 -26.26% 215,922,216.30 -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6 28.43% 0.1585 1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6 28.43% 0.1585 1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0.39% 4.24% 0.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695,401.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435.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9,551.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50,382.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07,762.82  

合计 26,685,243.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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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2,6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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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48% 1,517,802,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1% 72,264,288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6% 21,563,588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1,371,492 0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1,361,632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1,284,028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1,263,4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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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21,238,788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21,087,756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3% 20,986,83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1,517,8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7,80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72,264,288 人民币普通股 72,264,28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563,588 人民币普通股 21,563,588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371,492 人民币普通股 21,371,49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361,632 人民币普通股 21,361,632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284,028 人民币普通股 21,284,028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263,496 人民币普通股 21,263,496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238,788 人民币普通股 21,238,788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087,756 人民币普通股 21,087,756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986,836 人民币普通股 20,986,8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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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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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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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末增减变动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变动率(%) 

1 货币资金 1,974,287,859.48 891,806,810.91 1,082,481,048.57 121.38 % 

2 应收账款 24,059,297.87 39,238,935.21 -15,179,637.34 -38.69 % 

3 其他流动资产 508,189,790.13 60,065,800.95 448,123,989.18 746.06 % 

4 固定资产 3,321,297,574.82 2,129,157,282.98 1,192,140,291.84 55.99 % 

5 在建工程 1,263,822,190.27 2,103,113,758.40 -839,291,568.13 -39.91 % 

序号 利润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额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率(%) 

6 财务费用 32,523,682.36 17,873,674.11 14,650,008.25 81.96 % 

7 其他收益 42,454,953.57 68,967.05 42,385,986.52 61,458.31 % 

8 投资收益 293,831,702.68 221,687,847.59 72,143,855.09 32.54 % 

序号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额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率(%) 

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35,000,000.00 575,669,375.00 -240,669,375.00 -41.81 % 

10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0 1,020,000,000.00 -320,000,000.00 -31.37 % 

11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363,153,494.87 12,500,000.00 1,350,653,494.87 10,805.23 % 

12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

金 
1,896,922,900.67 99,421,286.00 1,797,501,614.67 1,807.96 % 

1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90,367,916.12 4,530,853.11 1,785,837,063.01 39,415.03 % 

 

 

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分析：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108,248.10万元，增幅121.38%，主要是公司本部收到配股募集资金的影响。 

2、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1,517.96万元，减幅38.69%，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黄石新港公司收回应收

账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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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44,812.40万元，增幅746.06%，主要是公司本部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影响。 

4、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119,214.03万元，增幅55.99%，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黄石新港公司在建工

程转固的影响。 

5、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83,929.16万元，减幅39.91%，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黄石新港公司在建工

程转固的影响。 

6、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465.00万元，增幅81.96%，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在建工程转固，贷款利息支

出费用化的影响。 

7、其他收益同比增加4,238.60万元，增幅61,458.31%，主要是子公司黄石新港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影响。 

8、投资收益同比增加7,214.39万元，增幅32.54%，主要是公司本部承担参股企业曹妃甸港股份公司亏损较

上年同期减少的影响。 

9、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24,066.94万元，减幅41.81%，主要是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到期的结构性存

款、定期存款同比减少的影响。 

10、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32,000.00万元，减幅31.37%，主要是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定

期存款同比减少的影响。 

1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35,065.35万元，增幅10,805.23%，主要是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同比

增加的影响。 

1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79,750.16万元，增幅1,807.96 %，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新签订贷

款合同置换原银团贷款的影响。 

1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78,583.71万元，增幅39,415.03%，主要是子公司惠深投控公司新签订贷

款合同置换原银团贷款的影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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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股改承诺 

1.盐田港集团将严格遵守股权分

置改革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后十二个月锁定期满

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盐田港集团

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票，如确需交

易，将通过大宗交易、战略配售

等方式进行。2.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2006 年 02

月 18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履

行情况：1、

已履行。2、

已履行。3、

已履行。4、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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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盐田港集团公司将保持对

盐田港股份的绝对控股地位（持

股比例不低于总股本的 51% ）。

3.从 2005 年度起至 2010 年度

止，将在期间每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提出盐田港股份的利润分配

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

润）的 50％的分红议案，并保证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

赞成票。4.一如既往地支持上市

公司，在做大做强中，积极创造

条件，迎接新一轮整合，确保上

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

将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同业竞争

的相关规定，避免与盐田港股份

产生同业竞争，在对盐田港股份

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期间，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盐田港股份

业务相同或相似并构成竞争关

系的业务。2.本公司不会利用控

股股东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

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盐田港股

份而有利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决定。对于盐田

港股份的正常经营活动，本公司

将合法合理运用股东权利参与

公司管理，不滥用股东权利对公

司经营决策、方针等进行非法或

不合理的干涉，本公司保证不利

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盐田港

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

若本公司及可控制的其他企业

今后从事与盐田港股份的业务

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本公司将尽

2019 年 11

月 12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正

在履行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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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采取适当方式解决，以防止可

能存在的对盐田港股份利益的

侵害。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配股承诺 

按照持有盐田港股份股权比例，

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上市公司

2019 年度配股方案确定的可配

售股份，并保证用于认配股份的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与上市公

司 2019 年

度配股方

案有效期

一致 

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履

行了承诺。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配股承诺 

1.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越权干预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2.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

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3.自本公司承诺

出具日至上市公司本次配股实

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

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

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

时，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2019 年 10

月 25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正

在履行承诺 

深圳市盐田

港股份有限

公司全体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 

配股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

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

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本人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

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

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未来股权

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本

承诺出具日后至本次配股实施

完毕前，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

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明确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

按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7.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长期 

公司全体董

事、高级管

理人员正在

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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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的承诺 

自深圳市盐田东港区码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港码头"）取

得港口经营许可之日起 36 个月

内，本公司同意将东港码头的股

权或资产转让给盐田港股份或

无关联第三方，或盐田港股份以

增资形式取得东港码头股权；上

述变更完成后，本公司对东港码

头不具有直接控制权。如因国有

资产监管等其他原因导致上述

解决措施无法达成或实施的，本

公司将按照避免同业竞争的原

则另行商议其他方案以保证不

损害盐田港股份和盐田港股份

股东的合法权益。 

2020 年 03

月 30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正

在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8月，公司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306,961,747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84,872,343.4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2,251,850.7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2,620,492.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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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和要求。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管理，保证专款专用。2020年9月，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

及实施募投项目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专户仅用于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扩建

项目、黄石新港二期工程11-13#和23#泊位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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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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