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说明
会议互动内容：

09:00:04 主持人发言: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光
临唐山港 2013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本次活动由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网络平台支持，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09:30:05 主持人发言:3 月 31 日，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刊登了 2013 年年度
报告，各位投资者可以登录以下网址：roadshow.sseinfo.com，查看相关公告。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在今天的活动中，唐山港的总经
理宣国宝先生、财务总监单利霞女士、副总经理张小强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冰松
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就 2013 年度业绩、经营状况等投资者所关心
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

09:31:40 总经理宣国宝(嘉宾):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参加唐山港
集团 2013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非常高兴能借助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提供的平台与大家坦诚交流，我代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对大家给予的信
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在此，我首先介绍公司 2013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2013
年，京唐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2.01 亿吨，同比增长 18.24%。公司完成 1.34 亿吨，
同比增长 19.48%。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同比增长 15.16%；
实现利润总额 12.59 亿元，同比增长 34.6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8 亿元，同比增长 37.46%；实现每股收益 0.44 元。接下来公司管理层代表将
与各位投资者交流，就 2013 年度公司业绩情况、现金分红方案等相关问题与大
家进行讨论，我们将尽心解答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并认真听取各位投资者的意见
与建议。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够使各位满意。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并
且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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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12 访客 092332:请介绍一下曹妃甸与唐山港的联系！
09:37:45 董事会秘书王冰松:您好！唐山港分为曹妃甸港区、京唐港区和丰南港
区，公司主导京唐港区建设、发展和经营。

09:37:36 访客 093422:公司利润多年都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管理层表现不错，
尤其是在港口业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实属不易。请问宣总，能否对此高增长的
态势作个预测？
09:45:47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公司将继续加强经营管理，加快港口物流、金融
板块的建设，促进港口经营多元化转型，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实现
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09:38:05 访客 093350:请问宣总：唐山港今后的利润增长点有哪些？
09:48:57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公司今后将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优装卸
服务品牌，筑牢公司的发展根基。巩固老客户和既有货源，抓好现有优势货种，
开辟新客户、新货种，大力开拓非煤非矿货种。不断优化流程、优化服务、优化
环境，提高口岸便利化水平。二是做强物流金融板块。物流板块利用港口主业优
势，向物流上下游环节渗透参与，细分市场。以现有物流业务为基础，进一步开
发贸易、保税、配送等业务，整合物流链条中的关键点，形成港口物流的产业集
群。金融板块在建设全面风险防控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低成本资金，降低集团财
务成本，积极开拓新业务，拓展赢利点和赢利范围。三是加快液化码头发展，打
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专业管理水平和员工队伍素质，增强安全意识，保障液
化品安全生产作业。研究市场需求，把握稳定货种，培育新货种，科学规划整合
现有码头、岸线等资源，加大罐区、铁路线等设施的升级改造，充分利用铁路优
势，扩大腹地辐射范围。

09:41:22 访客 093410:宣总好：请问唐山港与京津冀规划中的发展目标？第三次
增发的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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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33 总经理宣国宝:京津冀规划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公司将保持关注。公
司 2013 年度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目前尚在中国证监会的审核中，谢谢你的关
注。

09:47:09 访客 093858:公司未来是否会通过收购或参股的方式参与曹妃甸港区、
丰南港区的建设、发展和经营？
09:56:54 总经理宣国宝:公司暂时没有明确的计划。感谢您对唐山港的关注。

09:47:27 访客 093334:请问一下公司计划什么时候考虑高额现金分红？
09:59:37 财务总监单利霞:您好！公司目前处于快速成长期，在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
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关注。

09:52:04 王守泽:今年一季度业绩估计是多少、同比增长多少，2014 年净利润预
估是多少
10:00:46 财务总监单利霞: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关注，我公司一季度报告在 4 月底
披露，请详见我公司 2014 年一季度报告。谢谢。

09:50:12 访客 093410:请问：是否有管理层持股和激励计划？
10:01:40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公司暂时没有管理层持股情况和股权激励计划。

09:52:12 访客 093422:刚才王秘说“公司主导京唐港区建设、发展和经营。”，
请问这个“主导”是否意味着公司参与该区域发展规划的决策？
10:03:29 董事会秘书王冰松:您好！公司是京唐港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
规模占港区的 80%以上。

09:50:36 访客 093143:“金融板块的建设”能具体点吗？
10:07:39 副总经理张小强:您好！发展金融板块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拓宽
融资渠道。通过信用证押汇模式、托盘货物再融资、推进关税保函业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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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发新的融资渠道，借助银行、海关的相关业务，融入低成本资金，实现利
润最大化。二是突出个性化服务。针对目前钢材采购模式，积极推进钢材全程物
流融资，集聚钢材货种，打造京唐港钢材服务新亮点。三是拓展业务模式。开展
供应链金融等跨界业务，创新金融物流业务的盈利模式。

09:48:00 访客 094516: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 同比增长 15.16%；实现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34.65%, 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了。
10:12:00 财务总监单利霞: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一是公司吞吐量较上年
继续保持了较高增速，矿石增加量 500 万吨，焦煤增加量 470 万吨，动力煤增加
440 万吨，钢材增加 180 万吨，水渣矿渣粉等其他货种增加 600 万吨。运量增长
带来的装卸堆存收入同比增长 13.08%，较上年同比增加 3.75 亿元，而公司成本
控制良好，与运量直接相关的装卸堆存成本增幅不大，为 8.25%，增加成本额为
1.27 亿元，公司的装卸堆存毛利率提高了 2.28 个百分点，为 46.52%；港务管理
收入增加 0.7 亿元，而成本只增加 0.02 亿元。二是公司创新盈利模式，在确保
装卸板块运量稳中求增的基础上，深入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增值服务业务上
抢市场、抓机遇，实现了商品贸易收入及其他物流收入的大幅增长，并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物流及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0.49 亿元，而成本只增加 0.2 亿元。

09:50:15 访客 094909:贵公司相关负责人：你好。贵公司于 2010 年 7 月上市，
公司业绩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每年的净利润不断上升，从 2010 年到
2013 年的 4 个财年中，净利润分别为 34393 万元、46143.83 万元、64569.52 万
元、88757.62 万元，归属少数股东权益分别为 57870.90 万元、79877.19 万元、
88597.02 万元、104170.92 万元。分红情况为 12000 万元、9023.78 万元、10151.76
万元、10151.76 万元，分红比例为 20.74%、11.3%、11.46%、9.75%，分红比率
有逐年下降的势头。贵公司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各方面都向好的状态下，在现在
股市中越来越多的人从投机而转为投资，更多的倾向于那些高分红高配息的公
司。保留过多的每股未分配利润是否对长期投资者是一个打击？贵公司解释为保
留利润是为了再投资于新的泊位建设，新的泊位建设投产后对于公司的收入影响
有多大，约多少年收回投入，并继续创造利润？贵公司听说贵公司现在正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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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票和债券，请问贵公司有何举措保证不会像 ST 凤凰（000520）那样导致能力
过盛？保留过多的利润对净资产收益率是否会产生什么影响？
10:18:19 财务总监单利霞: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近几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保持了稳步增长。目前，公司面临的形势主要是产能不足，泊位利用率达 170%
以上，船舶压港造成了货源分流，不能满足腹地货源的迫切需求。36-40#煤炭专
业化泊位的建设，主要是优化整合港区功能布局，缓解煤炭装卸能力不足局面，
实现煤炭运输规模化、专业化，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业绩持
续快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根据项目的工可报告，项目达产后年营运总收入为
106,260 万元，全部投资和资本金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9.70%和 9.58%，效
益良好。

10:09:03 访客 100530:管理层好，我想问的是公司年报中对 14 年的目标利润是
14 亿，对比 13 年的 12.59 亿来看，公司的增速预期明显下调，请问是什么原因？
10:21:26 财务总监单利霞:您好，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关注。公司始终坚持稳健求
实的风格，2014 年，公司将继续深化绩效考核和财务管控，以信息化引领企业
现代化，加快港口物流、金融板块的建设，特别加快 36#-40#煤炭泊位项目建设，
确保年内试运营，促进港口经营多元化转型，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
实现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10:14:31 访客 093422:宣总您好，作为小股东，我非常关注年报中的 88 平方公
里的权属问题。比较京津冀一体化后土地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能否介绍一下公司
对这块地有多大控制权？
10:21:30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公司所在的京唐港区规划面积为 88 平方公里。
公司目前具有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500 多万平方米，其中，自有土地面积 300 多万
平方米；公司具有使用权的海域面积约为 400 公顷。

10:19:57 访客 101857:现在公司储备的土地面积有多少
10:25:35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公司不属于房地产企业，不存在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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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39 王守泽:请问唐山港和曹妃港是啥关系
10:32:01 董事会秘书王冰松:您好！唐山港分为曹妃甸港区、京唐港区和丰南港
区，公司所在的是京唐港区。

10:19:57 访客 101622:请问宣总：公司在页岩气大有取代煤炭的国际大背景下，
投入 50 多亿建设煤炭专业码头的决策，其主要依据是什么？
10:32:04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36#-40#煤炭泊位项目共有 5 个泊位，其中 2 个
焦煤上水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 2000 万吨；3 个动力煤下水泊位，设计年通过
能力 3600 万吨。张唐线的建设将改变“北方四港”的运煤格局。该项目规划运
力为 2 亿吨/年，将于 2015 年投入使用，主要运输内蒙古的煤炭，以曹妃甸港区
为主。大秦线主要运输山西地区的煤炭，以秦皇岛港和京唐港为主。顺畅的运输
通道和山西、内蒙地区充足的货源将确保公司运量的增量空间。随着唐钢焦化厂
等企业向港区转移，预计未来几年京唐港区焦煤进口量将达到 3500 万吨。
36#-40#泊位投产能够基本满足唐山地区进口煤炭的迫切需求，开滦配煤中心项
目也会于 2015 年建成，项目达产后将增加过港量 800 万吨左右，进口焦煤运量
会进一步增长，焦煤进口量全国第一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10:36:11 访客 102433:唐山港如何利用在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中的有利地位？谢
谢
10:39:43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京津冀规划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公司将保持关
注。

10:43:48 访客 093224:请问张总，2013 年，首钢码头公司经营情况如何？
10:47:10 副总经理张小强:您好！2013 年，本公司之子公司首钢码头公司实际完
成运量 4,011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91,608.38 万元。20 万吨内航道的建设为京
唐港区吞吐量快速增长以及船舶大型化、泊位专业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京唐
港区的经济和临港产业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10:47:23 访客 104451:请问唐山港的股权登记日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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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32 董事会秘书王冰松: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

10:17:43 访客 100902:是否有人会误认为，没有高额的现金分红是由于现在公司
现金处于紧张状态？
10:54:47 财务总监单利霞: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资金运转正常。

10:37:23 访客 103250:各位老总好，请问公司在曹妃甸开发区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曹妃甸上升为华北地区第一个保税区或自贸区的可能性有多大？网传方案
已成形，报批中。谢谢
10:57:00 董事会秘书王冰松:公司是京唐港区港口经营的主导企业，曹妃甸申请
保税区或自贸区的进展请关注相关新闻报道。

10:50:29 访客 104246:唐山港和天津港区位相近，存在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如何
看待两者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作用，唐山港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10:58:15 总经理宣国宝:您好！京津冀一体化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公司正在积
极研究中。公司的主要优势有：一是优良的经济腹地，保障了公司充足的货源。
港区后方的绝对垄断腹地乐亭新区，临港钢铁及煤化工产业已具相当规模；直接
腹地唐山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公司作为北煤南运的重要港口，港区的延伸辐射腹地山西、内蒙等中西部地区，
煤炭外运量对港口形成巨大需求。二是公司拥有散杂、件杂、多用途、煤炭、水
泥、液化专用等各种功能的泊位，且货物堆存能力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各类仓储、
铁路、导助航、辅建设施齐全。三是公司创新沿海港口界的经营模式，引进民间
资本，形成协力作业模式，港区内的场地倒运、集疏港装卸船等辅助作业均由协
力单位完成，降低了公司因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增加风险。公司深化质量、
安全、预算、绩效考核、信息化五大管理体系的融合共建，使五大管理体系成为
一个有机整体，覆盖公司管理的方方面面，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四是公司建立了
独特的营销体系，不断强化物流平台建设，延伸物流服务职能、积极介入上下游
产业链，促进主业发展，使物流业务成为公司未来强劲的利润增长源，为客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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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提供交易、物流、金融等综合服务，提升港口整体服务水平，提升港口核
心竞争力。

11:00:03 主持人发言: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本次唐山港 2013 年度业绩及现
金分红说明会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请上市公司嘉宾做总结发言。

11:01:17 总经理宣国宝(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朋友，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公司
非常重视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和宝贵建议，对于各位关心的问题，我们会认真思考
和探讨。公司将积极进取，努力奋斗，以更好的经营成果回报各位投资者。希望
大家今后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唐山港的发展。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各种形式
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感谢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交流平台和良
好服务！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

11:01:59 主持人发言:本次唐山港 2013 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到此圆满结
束。感谢各位投资者和网友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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