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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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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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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455,630.0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356,564,396.87元，减去2019年度利润分配2,165,816.07元及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445,563.00元

，2020年度实际可用于分配给上市公司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为358,408,647.82元。公司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 

本报告期不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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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 6010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沙晓春 毕曼丽 

办公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号

港口大厦23层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

华西路18号港口大厦23层 

电话 0518-82389269 0518-82389259 

电子信箱 shaxiaochun@jlpcl.com bimanli@jlpc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于 2001 年 10 月成立，目前经营范围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为旅客提供候船及上、

下船舶设施和服务；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仅限为船舶提供岸电）；

普通货运；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服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安装、维修；工



索具制造、销售；散货包装服务；实业投资。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发生变化，核心业务为海

港码头货物的装卸、堆存及港务管理业务。 

公司拥有 28 个通用和专业化泊位，参股经营 3 个通用泊位、4 个集装箱泊位，控股经营两条中韩

客货班轮航线。作业的货种主要有铁矿石、煤炭、有色矿、红土镍矿、钢铁、胶合板、机械设备、

粮食、氧化铝、焦炭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和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为：为客户提供港口装卸、堆存及相关港务服务，收取港口作业费用。业绩驱

动因素主要有：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势决定了整个港口行业告别了以往高速增长局面，增

速放缓。二是公司经济腹地集疏港货物的生成量直接决定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和业绩。三是公司硬

件功能提升和服务范围、服务模式的拓展，是驱动业绩不断向好的内生动力。四是港口港际之间

的充分竞争，不断增加新市场开拓和现有市场份额固守的难度。 

（三）行业发展情况说明 

港口行业地位凸显：公司从事的港口行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是衡量经济走势的晴雨表。港

口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国际贸易开放自由程度、地缘政治稳定趋势等因素

密切相关。港口是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重要支撑，在我国国家战

略性政策中被赋予了重要地位。2019 年，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的指导意见》，表明我国港口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和使命。《意见》提出，要促进降本增

效，促进绿色、智慧、安全发展，推进陆海联动、江河海互动、港产城融合，打造设施、技术、

管理、服务“四个一流”。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将成为我国各港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口岸环境不断优化：“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伴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出台，我国陆续出

台了多项港口发展规划及行业发展指引性文件。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海陆联运多次出现在国家级

政策性规划文件中；同时，随着各地港口资源整合的深入推进，为化解行业内垄断现象及恶性竞

争现象，我国政府不断对港口行业的收费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自 2017 年发布港口收费计费办法

后，2019 年交通运输部及国家发改委对其修改，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2020 年下发《关于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明确采取阶段性降低政府定价的港

口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等措施，降低了货主企业物流成本，促进口岸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物流

业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吞吐量维持增长态势：近年来，受 GDP 及进出口增速放缓影响，中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波

动下降，体现出较强的经济周期性。2020 年三季度全球经济触底反弹，多国经济出现回暖，中国

进出口金额也创出近年来的新高，国内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较好，下半年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在

基建投资加码的情况下，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短期需求量维持高位，对港口吞吐量提供一定

支撑。2020 年,全国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48,002 万吨，同比增长 3.2 %，公司完成货物吞吐

量 6181.76 万吨，同比增长 6.36%。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271,116,988.01 9,461,561,465.45 -2.01 9,074,297,490.95 

营业收入 1,621,949,630.33 1,424,632,141.63 13.85 1,325,547,757.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045,948.76 6,815,268.80 443.57 3,514,257.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1,017.93 -17,313,734.17   -40,578,474.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78,805,579.45 3,443,942,208.98 1.01 3,193,390,623.4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596,785.55 587,236,658.78 -120.54 -594,480,869.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4 0.007 385.71 0.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4 0.007 385.71 0.0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7 0.21 增加0.86个百

分点 

0.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71,411,611.88 347,460,221.95 366,315,753.15 536,762,04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83,921.63 3,299,219.24 5,387,902.22 25,374,90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638,301.73 -3,957,983.71 -3,776,084.31 12,873,38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684,755.69 -862,002,672.13 78,549,026.40 515,667,576.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2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3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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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 

0 571,272,029 52.23 78,611,111 冻结 3,962,114 国有法

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0 10,916,912 1.00 0 无 0 其他 

杨继耘 0 2,500,100 0.2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金文光 2,053,100 2,053,100 0.1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罗月庭 1,967,200 1,967,200 0.1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

限公司 

0 1,703,698 0.16 0 无 0 国有法

人 

王大山 431,803 1,431,803 0.1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赵洪君 316,400 1,236,800 0.1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0 1,211,925 0.11 0 无 0 其他 

廖季夫 0 1,016,000 0.0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裁王

新文任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2亿元；同比上年数增长 13.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04.59万元，同比增加 443.57%；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6,181.76万吨，同比增幅为 6.3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具体的影响金额及详细说明见《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之五之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江苏新陇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2,268,339.39 137,940.28 

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 146,762,472.75 33,266,787.28 

连云港轮渡株式会社 3,915,012.41 -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1,286,248,773.28 37,811,752.78 

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147,496,463.36 82,297,557.02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港务有限公司 56,165,927.94 -9,656,05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