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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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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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4,556,503.05 24,592,015,434.80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19,006,222.21 18,439,215,693.40 2.6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058,294.23 293,033,791.72 52.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781,966,561.17 2,039,011,015.23 -1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491,308.27 413,928,909.41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1,028,657.10 384,723,839.78 19.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2.39 增加 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0699 1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0699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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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9,6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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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8,774.69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59,8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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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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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4,843.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5,785.94  

所得税影响额 -3,163,969.69  

合计 10,462,6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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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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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47,433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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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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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47,433 人民币普通股 158,84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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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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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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3月份,公司吞吐量（包含集装箱）完成5,915.68万吨，同比增长6.77%。其中，矿石

完成2,723.22万吨，同比增长4.73%；煤炭完成1,830.32万吨，同比增长16.07%；钢材完成430.17

万吨，同比增长15.68%；其他货种完成419.82万吨，同比减少23.63%；集装箱完成42.42万标箱，

同比增长64.74%。 

2021年1-3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196.66万元，同比减少12.61%，主要是公司之子公司

唐山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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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44.66万元，同比增长18.17%，主要是一季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带动公司

业务量和经营利润实现增长及公司权益法核算的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导致公司

投资收益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149.13万元，同比增长13.91%；实现基本

每股收益0.0796元。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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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68,835.61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入结

构性存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194,117.19   29,093,526.40  -44.34%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

期代付款项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8,466,133.50   181,104,497.40  59.28%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京

唐港首钢码头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9,660,000.00   112,500,000.00  -46.97%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

致。 

 预收款项   1,049,456.40   4,731,882.91  -77.8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香港）国际

有限公司本期结算退款

所致。 

 合同负债  223,172,872.76   326,042,693.63  -31.55%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京唐港

首钢码头有限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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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确认收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4,086,213.50   1,034,954,946.35  -98.64% 

主要系公司本期兑付

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幅 解释 

销售费用 1,449,386.14  931,258.85  55.64%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费用

同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11,148,794.28  78,732,975.99  41.17%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

期工资同比增加及上年

享受社保优惠到期社保

费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2,535,586.65  1,144,368.27  995.42%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研

发投入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118,392.85  4,595,642.30  -320.17%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偿

还债务本期借款利息费

用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9,597,454.69  21,789,194.93  -55.95%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享

受前期未使用的增值税

加计抵减税收优惠所

致。 

投资收益 113,806,138.99  80,296,039.45  41.73% 

主要系公司权益法核算

的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净利润同比增加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68,835.61  -4,243,833.07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港

集团（香港）国际有限

公司上年同期按公允价

值计量的期货合约变动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1,968,955.67  -29,835,650.27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计

提的预期信用损失同比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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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701,069.32  1,005,622.00  -269.16%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本期计提

存货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9,104,245.45  15,790,608.31  -42.34%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收

到财政补贴同比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546,818.20  2,590,416.20  -78.89%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

山港集团（北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上年同期

缴纳税收滞纳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41,892,241.03  28,147,600.25  48.83% 

主要系公司之非全资子

公司经营净利润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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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42.74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

港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

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8,721,243.37   206,546,737.83  -66.73%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

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期货保证金、

信用证保证金同比减少所

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46,471,933.71    180,118,738.51  36.84%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

支付上年效益工资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9,575,926.59    99,275,543.41  -60.14%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

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期货保证金、

信用证保证金同比减少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6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京唐

港煤炭港埠有限责任公司

上年同期结构性存款到期

收回本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715,210.00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报废

资产收到处置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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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0.00  2,322,499.63  -100.00% 

系公司之子公司上海合德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年同

期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合德

（香港）国际航运有限公司

取得价款净额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59,038,389.23     61,835,703.74  157.20%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京唐

港首钢码头有限公司本期

预付工程款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0    560,000,000.00  -73.21%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

购入结构性存款同比减少

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95,051,212.72    394,739,725.13  -50.59%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

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本期取得短

期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195,051,212.72    446,311,966.16  167.76% 
主要系公司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到期偿还本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0.00      5,981,073.48  -100.0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唐山

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于上年末到期，

本金及利息偿付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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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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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宣国宝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