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5 

 

公司代码：601326                                                公司简称：秦港股份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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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子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西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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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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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5,416,563.79 26,243,366,760.77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558,283,597.44 15,216,180,502.6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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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473,707.78 586,706,545.87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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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864,183.15 1,390,695,541.93 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7,108,175.12 252,346,656.99 2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634,894.63 243,337,471.49 3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1.71 增加 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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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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6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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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0,138.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356.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601.29  

所得税影响额 -3,512,960.59  

合计 10,473,2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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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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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32,528,078 54.27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注
 

827,398,382 14.81  未知  境外法人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621,455,485 11.12  无  国家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09,866,757 3.76  无  国有法人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42,750,000 0.77  无  国有法人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41,437,588 0.74  无  国有法人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37,588 0.74  无  国有法人 

李国 40,000,000 0.72  无  境内自然人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32,703,388 0.59  无  国有法人 

山西省人民政府驻秦皇岛港

务管理办公室 
30,538,764 0.5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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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32,528,078 人民币普通股 3,032,528,07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827,398,382 境外上市外资股 827,39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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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621,455,485 人民币普通股 621,455,485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9,866,757 人民币普通股 209,866,757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4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50,000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41,437,588 人民币普通股 41,437,588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37,588 人民币普通股 41,437,588 

李国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32,703,388 人民币普通股 32,703,388 

山西省人民政府驻秦皇岛港务管理办

公室 
30,538,764 人民币普通股 30,538,7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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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截至报告期末，河北港口集团通过其境外全资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秦港股份 H股 71,303,000股，占秦港股份股本总额的 1.28%，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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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其他非流动资产为人民币110,691,872.03元，较年初增加52%，主要是由于

本集团（“本集团”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下同）子公司沧州黄骅港矿石港务有限公司增值税留抵

税额及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2、2021年3月31日应付账款为人民币264,581,890.97元，较年初增加43%，主要是由于本集团

应付经营款项增加所致。 

3、截至2021年3月31日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4,256,504.3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12%，主要

是由于本集团子公司沧州黄骅港矿石港务有限公司应收款项账龄变化，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4、截至2021年3月31日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50,456.1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0%，主要是由于

本集团上年同期报废固定资产产生利得所致。 

5、截至2021年3月31日营业外支出为人民币58,752.4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9%，主要是由于

本集团子公司沧州黄骅港矿石港务有限公司上年同期支付了诉讼赔偿金所致。 

6、截至2021年3月31日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113,634,698.2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9%，主要是

由于本集团本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 

7、截至2021年3月31日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366,663,709.78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63%，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净投资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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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截至2021年3月31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12,991,663.84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124%，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取得借款金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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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子玉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