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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22-1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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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孙波 董事 因公 乔宏伟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249,161,7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盐田港 股票代码 0000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静涛 罗静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九层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九层 

传真 （0755）25290932 （0755）25290932 

电话 （0755）25290180 （0755）25290180 

电子信箱 yph000088@yantian-port.com yph000088@yantian-po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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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港口投资开发与经营，码头建设工程管理，收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海关监管

仓和其他港口配套仓储经营。港口行业方面，公司控股经营惠州荃湾煤炭港、深汕小漠港、黄石新港、津市港等港口；参股

经营盐田国际（一、二期）、西港区码头公司、曹妃甸港股份公司及海峡股份公司；高速公路行业方面，公司控股经营惠盐

高速公司，对惠盐高速深圳段进行收费和运营管理；仓储业方面，公司控股经营盐田港 3#区海关出口监管仓库、5#区普通

仓库、黄石新港现代物流园，参股经营中远物流盐田港保税物流中心。 

2.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内容包括工程建设、机械装备、材料物资、燃料电力及日常业务涉及的中介服务等。公司港口货物装卸

运输业务对原材料的需求较少，主要对外采购品为港口机械装备及其配件、港口建设材料、电力、燃料油、劳务、运输服务

等。其中，港口机械装备、建设材料向社会招标采购，电力由港口所在当地供电局供应，燃料油按市场价格采购。公司高速

公路业务主要采购内容为公路日常养护及老旧设备升级换代。公司仓储租赁业务不存在大额采购，主要采购内容系仓库清洁

服务和仓库物业服务。公司采购按照内部管理规定进行招标（采购），主要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比采购、竞价采购、

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直接采购等方式。公司根据不同采购金额采用不同的招标（采购）方式，同类项目不同的招标

（采购）方式主要由项目采购金额来确定。 

（2）销售模式 

港口货物装卸运输业务：黄石新港、惠州荃湾煤炭港、津市港、深汕小漠港的主要客户包括航运公司及其代理公司、

货主及其代理公司，公司货源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客户对港口的选择。黄石新港、惠州荃湾煤炭港、津市港充分发挥港口自然

条件好、作业效率高、港区配套设施齐全、多式联运等优势，通过提高装卸效率、完善装卸工艺，提供优质的港口及相关配

套服务，通过整合上下游物流链资源，提升向客户所提供服务的内在价值，努力降低客户在港区的物流成本，扩大其通过公

司进行货物装卸的规模，以实现稳定并不断拓展腹地市场的目标，增强港口对直接经济腹地货源的吸引力。 

高速公路收费业务：公司运营的道路收费系统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联网，通过人工半自动收费、计算机管理、

检测器校核、电子收费（ETC）等方式收取通行费用。收费站的设置包括主线收费站和在每一个出入口设置的匝道设收费站。

所有车辆进入公路时取票（或 ETC 自动识别），当离开公路时缴费（或 ETC 自动识别并扣费），应缴金额按行驶里程计算。收

费站收取获取过往车辆通行费通行信息后，计费收费流水通过联网系统上传至省高速公路收费结算中心，收取的现金由指定

银行直接收取或由各业主单位按时上缴，ETC 方式系车主预缴通行费或关联银行卡，通过收费站时自动识别通行里程并扣费。

高速公路运营企业根据省高速公路收费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结算报表）与银行实际收到的款项进行核对，以此确认为通行费

收入。 

（二）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立足盐田港，充分挖掘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区域战略的港航业发展机会，推进港

口网络布局，夯实港口主业，并依托港口基础设施，打造产业集群，实现港产城循环上升发展。 

竞争优势与劣势：优势：1.全球枢纽港地位稳固。盐田港凭借天然深水条件、先进的码头设施和突出的操作能力成为

大型船舶化时代集装箱船舶的首选良港、全球单体吞吐量最大和效益最佳的集装箱码头，是全球知名大港和全球枢纽港。2.

国际一流港口品牌。盐田港坚持品牌服务经营、注重品牌与质量提升，多次荣获国内外行业殊荣，形成了国际一流港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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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3.丰富的内河码头运营经验。公司在长江经济带相继投资运营了黄石新港、津市港等，已形成以黄石新港为核心的

长江中游战略布局；成立盐田港港航公司，统筹长江各控参股企业港口和物流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管理运营经验。劣势：

1.多元化人才储备不足。2.激励约束机制亟待创新。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1.宏观经济驱动：2021 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球商品贸易大幅增长，

国内外需求增加，加上疫情导致国外订单回流，带动我国港口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同时，经济复苏带动区域经济活跃和高

速公路车流量增加。2.战略投资驱动：公司加强港口投资布局，报告期，公司投资发展常德港、小漠港项目，并成立合资公

司负责运营，港口主业进一步壮大。3.业务拓展驱动：惠州荃湾煤炭港积极拓展业务，报告期与河源电厂、井冈山电厂等重

点客户签订港口服务协议，煤炭吞吐量大幅增加。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950,928,970.52 13,110,238,453.40 6.41% 11,017,213,58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89,596,786.47 8,588,654,974.12 4.67% 7,100,570,109.6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79,868,209.70 531,181,029.94 27.99% 593,358,49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413,741.83 391,728,818.96 17.79% 359,430,9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3,361,844.50 363,927,900.21 24.57% 358,394,38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900,436.22 273,341,018.91 18.50% 259,523,79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8 16.67%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5.13% 0.12% 5.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5,474,760.45 163,592,440.42 168,132,577.68 202,668,43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69,845.84 142,934,666.24 114,635,746.13 118,073,48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478,778.07 142,214,916.28 112,483,488.53 113,184,66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67,698.41 59,969,819.93 70,716,278.66 137,546,639.2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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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69,33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1,06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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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盐田

港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7.48% 1,517,802,000 0   

嘉实基金－

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6% 21,553,788 0   

银华基金－

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5% 21,371,492 0   

博时基金－

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5% 21,361,632 0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5% 21,284,028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21,263,496 0   

大成基金－

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4% 21,238,788 0   

中欧基金－

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4% 21,087,7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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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

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93% 20,986,836 0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8,482,39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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