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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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毛剑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焕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光

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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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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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0,335,191 85,781,541 85,419,000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04,472 51,901,064 51,501,449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32 3.28 3.26 1.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773 4,342,495 4,573,282 -109.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025 0.330 0.347 -107.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935,731 4,114,440 3,870,382 1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7,021 518,702 574,312 9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8,962 511,157 513,246 9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1.18 1.40 增加 0.80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0.04 7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6 0.04 0.04 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1.17 1.25 增加 0.70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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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向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海港集团”）收购其持

有的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义乌港有限

公司 100%股权，向省海港集团子公司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浙江头门港港

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于 2021 年向省海港集团收购其持有的浙江海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港航运”）100%股权，公司和上述被收购公司在交易完成前后同受省海港集团控制，且控

制为非暂时性，故该交易适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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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9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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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7  

所得税影响额 -18,908  

合计 5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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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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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

限公司 
11,896,859,498 75.26 1,844,198,693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90,370,868 5.00 790,370,868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408,029,128 2.58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

波）有限公司 
407,609,124 2.58 0 无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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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71,829,530 2.35 0 无 0 其他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

公司 
105,885,835 0.6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64,072,700 0.41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9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

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9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2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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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52,660,805 
人民币普通

股 
10,052,660,805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8,029,128 
人民币普通

股 
408,029,128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 407,609,124 
人民币普通

股 
407,609,12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1,829,530 
人民币普通

股 
371,829,530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885,835 
人民币普通

股 
105,885,83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072,700 
人民币普通

股 
64,072,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

股 
46,239,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

股 
46,239,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

股 
46,239,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

股 
46,23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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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未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和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5 家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和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其他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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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1年3月31日 2021年1月1日 变动幅度（+ %） 

其他应收款 353,182 236,069 49.61 

其他流动资产 3,333,470 2,095,971 59.04 

短期借款 3,523,467 2,351,090 49.87 

应付票据 25,751 120,631 -78.65 

应付职工薪酬 258,552 86,263 199.73 

其他流动负债 1,552,444 3,079,543 -49.59 

应付债券 3,316,728 - - 

 

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1>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长49.61%，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尚未收到征地补偿款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长59.04%，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金融资产增加

所致。 

<3>短期借款比年初增长49.87%，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的短期借款所致。 

<4>应付票据比年初下降78.65%，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票据到期已支付完成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增长199.73%，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预提年金及尚未发放的奖金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下降49.59%，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归还超短期融资券3,000,000千元及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1,500,000千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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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付债券比年初增加3,316,728千元，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发行公司债券3,310,000千元所

致。 

②利润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 

研发费用 15,001 9,165 63.68 

财务费用 101,481 147,442 -31.17 

资产处置收益 7,653 29,865 -74.37 

所得税费用 299,395 215,740 38.78 

 

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63.68%，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同比下降31.17%，主要为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及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3>资产处置收益同比下降74.37%，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处置土地取得收益，而本年同期无。 

<4>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38.78%，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③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773 4,342,495 -10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3,746 -1,568,344 -12.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6,167 -491,243 -970.48 

 

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109.00%，主要原因为：①财务公司的现金流量净流

入同比减少5,599,626千元，其中：吸收存款同比减少，使得现金流入减少4,439,935千元；②除财

务公司外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同比增加866,358千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12.41%，主要原因为：①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1,381,376千元；②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499,379千元；

③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277,433千元；④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金同比减少250,000千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970.48%，主要原因为：①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收到的

现金同比增加1,500,000千元、发行公司债券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3,310,000千元，去年同期无；②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3,123,003千元；③超短期融资券到期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3,000,000千元，去年同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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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子公司宁波远洋分拆上市的进展情况 

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做大做强航运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政策精神，公司已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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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拆上市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洋”）筹

划分拆上市事项，并授权公司及宁波远洋管理层启动分拆宁波远洋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制定和实施相关资产和业务的重组方案、制定和

实施股份制改造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

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同意宁波远洋以40095.72万元的交易对价现金收购省海港集

团持有的海港航运100%股权。交易完成后，宁波远洋将持有海港航运100%股权，海港航运纳入

宁波远洋合并报表范围，由此将实质性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9日披露的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1-010）。    

2021年3月23日，宁波远洋已整体变更为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9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改制完成及更名的公告》（临2021-011）。 

2021年4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

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等相关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临2021-021）。 

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

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同意提交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1-026）。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修订

稿）》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宁波远洋至上交所主板上市。详见公司于2021年4

月29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1-030）。 

2. 2020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

法》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则、指引，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宁波港SCP001），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发行利率1.9%，期限270天，起息日为2020

年4月16日，已于2021年1月11日兑付。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临2021-002）。 

3.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

法》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则、指引，发行了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宁波港SCP002），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发行利率1.9%，期限270天，起息日为2020

年4月22日，已于2021年1月18日兑付。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临2021-004）。 

4.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融融资券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完成了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简称：21宁波港

SCP001），本期发行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2.88%，期限270天，起息日为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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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兑付日为2021年10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募集资金已

于2021年1月14日到账。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临2021-003）。 

5.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西三区项目的进展情况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宁波舟山港鼠浪湖国际矿石中转储运基地，公司与淡水河谷国际公司新设

合资公司，在舟山鼠浪湖矿石码头一期西南侧西三区范围内建设西三区码头及配套堆场与设施项

目（简称“西三区项目”）。西三区项目包括建设新堆场（最大容量为410 万吨）和两个装船泊

位（可同时停泊一艘15万吨级和一艘10万吨级的船舶或一艘5万吨级和两艘2万吨级的船舶）及其

他配套设施，使港口年处理能力达到2000万吨（最终以项目核准的内容为准）。合资公司的注册

资本金额为150,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的出资额为75,250万元人民币，持有合资公司 50%

的股权，淡水河谷国际公司的出资额75,250万元人民币（以等值的美元方式出资），持有合资公

司50%的股权。 

2021年1月18日，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22号），决定对公司与淡水河谷国际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不予禁止。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西

三区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临2021-005）。 

6. 公司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 

2021年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40号）（以下简称“批复”），批

复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详见公司于2021

年3月2日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中国证监会注

册批复的公告》（临20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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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毛剑宏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