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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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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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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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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龙物流 600125 铁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畅晓东 邵佐龙 

电话 0411-82810881 0411-82810881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 

电子信箱 changxiaodong@chinacrt.com shaozuolong@chinacrt.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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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1,050,724.64 9,513,039,758.75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5,900,684.52 6,228,827,103.18 1.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9,072,553,887.63 8,787,562,674.40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942,922.65 259,149,403.00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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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702,080.67 235,722,605.55 -1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753,098.04 335,470,215.43 -6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4 4.232 减少0.9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 0.199 -2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 0.199 -20.1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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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90 207,554,700   无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11 184,193,104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37 30,939,236   未知   

邓潮泉 境内自然人 0.82 10,744,465   未知   

侯建湘 境内自然人 0.40 5,186,380   未知   

宋志勇 境内自然人 0.22 2,870,806   未知   

张留宽 境内自然人 0.21 2,778,400   未知   

许俊瑜 境内自然人 0.21 2,708,360   未知   

袁春兰 境内自然人 0.19 2,500,000   未知   

张妍 境内自然人 0.19 2,49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股东，其他股东关

联关系未知。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20 铁龙 01 163794 2020-8-19 

2025 年 8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

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8 月

19 日。 

7.5 3.8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4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5.31   34.3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41   19.2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铁集团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密围绕公司年初制定的全年各项重点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推进理

念、模式、品牌、机制、管理、队伍等六项创新，稳健开展生产经营工作。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90.73 亿元，同比增长 3.2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 亿元，同比减少 19.67%。各业务

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86,758.24  68,761.02  20.74   29.51   23.14  增加 4.10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128,437.83  110,706.32  13.81   1.01   7.58  减少 5.26 个百分点 

供应链管理业务（原委托

加工贸易业务） 
681,388.73  676,346.26  0.74   1.68   1.81  减少 0.13 个百分点 

铁路客运业务     -100.00   -100.00  减少 100.00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7,203.09  5,898.84  18.11   -29.83   -26.33  减少 3.89 个百分点 

其它业务 3,467.50  3,334.61  3.83   70.85   24.79  增加 35.50 个百分点 

合计 907,255.39  865,047.05  4.65   3.24   3.63  减少 0.3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① 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特种箱业务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的情况下，创新经营理念，准确掌握政

策导向，积极抢占市场先机，同时不断完善管控体系，努力提升经营质量。报告期总计完成发送

量 70.01 万 TEU，较上年同期 65.37 万 TEU 增长 7.10%；实现收入 8.6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51%；实现毛利 1.80 亿元，同比增长 61.41%；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4.10 个百分点。 

②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务 

报告期公司沙鲅铁路努力克服疫情、运量下滑等诸多不利因素，恪守“严、细、实、精”的

工作作风，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报告期公司沙鲅铁路受所在地区爆发两次疫情、相关大宗物

资价格波动、海运费暴涨等多方面政策及市场变化因素影响，部分货源转港分流，到发货源减少，

报告期沙鲅铁路到发量合计完成 2,843.52 万吨，较上年同期 3,231.44 万吨减少 12.00%。报告期公

司大连冷链物流基地投入实际运营。报告期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12.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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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实现毛利 1.77 亿元，同比减少 26.88%；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5.26 个百分点。 

③ 供应链管理业务（原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报告期公司克服疫情反复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定优化后经营模式，合理分配资源，保持钢材

供应链项目平稳运营。报告期累计销售铁矿、煤、焦炭等大宗商品 498 万吨。报告期内该业务实

现销售收入68.14亿元，较上年同期67.01亿元增加了1.68%；实现毛利0.50亿元，同比减少13.20%；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0.13 个百分点。 

④ 铁路客运业务 

报告期公司铁路客运业务已于上年度末全部到期退出，本报告期已无该业务收入，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为 0.22 亿元。 

⑤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房地产业务受疫情及市场因素影响，既有房源销售进度较上年放缓，实现收入 0.72 亿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9.83%；实现毛利 0.13 亿元，同比减少 42.24%。 

⑥ 其他业务 

报告期公司新型材料、酒店等业务努力提升经营质量，合计完成营业收入 0.35 亿元，同比增

加 70.85%，实现毛利 132.89 万元，同比增加 120.68%。 

 

3.2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骥翼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