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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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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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4,098,448.18 9,117,295,115.88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83,575,947.27 6,434,355,444.35 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6,303,222,336.02 9,072,553,887.63 -3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870,972.26 207,942,922.65 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921,559.09 195,702,080.67 2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937,506.34 133,753,098.04 23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9 3.284 增加0.5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 0.159 22.6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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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73,166,164   未知   

邓潮泉 境内自然人 0.86 11,241,305   未知   

梁淑娴 境内自然人 0.78 10,130,000   未知   

应勇 境内自然人 0.48 6,210,978   未知   

叶胜 境内自然人 0.23 3,045,829   未知   

李青 境内自然人 0.21 2,704,800   未知   

李捷 境内自然人 0.20 2,642,805   未知   

于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0 2,6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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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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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0.70   29.1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84   20.4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国铁集团党组和中铁集装箱公司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各级组织作用，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增运增收、经营创效等各项重点工作，深入开展质量创新主题实践活动，公

司生产经营完成了上半年预期目标，整体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3.03 亿元，

同比减少 30.5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 亿元，同比增长 2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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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59.88 58,051.46 27.40            -7.84             -15.58 增加 6.66 个百分点 

铁路货运及临港物流业

务 
90,153.14 72,067.48 20.06          -29.81             -34.90 增加 6.25 个百分点 

供应链管理业务 450,259.12 444,703.97 1.23          -33.92             -34.25 增加 0.49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务 3,202.91 2,284.71 28.67          -55.53             -61.27 增加 10.56 个百分点 

其它业务 6,747.18 6,762.48 -0.23           94.58            102.80 减少 4.06 个百分点 

合计 630,322.23 583,870.10 7.37          -30.52             -32.50 增加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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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积极有力措施筑牢疫情防控屏障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

合理调配箱资源增收创效，拓展物流模式探索新业务，推进箱型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夯

实基础管理努力提升资产创效能力，增强运营管理质量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报告期总计完成发送

量 83.59 万 TEU，较上年同期 70.01 万 TEU 增长 19.40%；实现收入 8.00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84%；实现毛利 2.19 亿元，同比增长 21.73%；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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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自新冠疫情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面对属地两次长时间封控，

沙鲅铁路公司全体干部员工携手同心、勠力拼搏，在两大国铁股东的关心支持和援助下，实现了

疫情防控和运输生产两不误。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实施返岗复工，努力完成生产

经营目标。报告期沙鲅铁路到发量合计完成 2,942.89 万吨，较上年同期 2,843.52 万吨增长 3.49%。



报告期该业务板块实现收入 9.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9.81%；实现毛利 1.81 亿元，同比增长

2.00%；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6.25 个百分点。 

③ 供应链管理业务 

报告期该业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封闭管理措施，努力保持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并积极应对

疫情造成的市场需求下滑，大力拓宽销售渠道，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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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80 万吨。报告期内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45.03 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了 33.92%；实现毛利 0.56 亿元，同比增长 10.17%；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0.49 个百分

点。 

④ 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房地产业务坚持市场引领，奋力推进销售工作促进资金回笼，稳步推进发展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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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5.53%；实现毛利 0.09 亿元，同比减少 29.60%。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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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 亿元，同比增

加 94.58%，实现毛利-15.31 万元，同比减少 1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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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伯领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