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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000

公司简称：唐山港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1.2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唐山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杨光
0315－2927128
0315－2916409
tspgc@china.com

股票代码
601000
证券事务代表
高磊
0315－2916409
0315－2916409
tspgc@chin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345,003,652.35
9,999,972,670.76
本报告期
（1-6月）
316,249,900.36
2,551,438,380.23
572,010,043.44
586,772,841.9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
上年度末
年度末增减(%)
15,247,257,949.33
13.76
6,935,042,524.42
44.19
本报告期比上年
上年同期
同期增减(%)
327,347,547.18
-3.39
2,614,078,509.23
-2.40
507,775,130.52
12.65
505,040,181.36
16.18

7.49

8.15

0.28
0.28

0.25
0.25

减少0.66个
百分点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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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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6,96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3.31

973,695,304

17,391,304

无

0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14

205,416,000

0

无

0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4.74

106,635,600

0

无

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
行－鹏德成长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8

30,956,521

30,956,521

无

0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
－沈利萍

其他

1.01

22,608,696

22,608,696

无

0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01

22,608,695

22,608,695

冻结

上银瑞金资产－上海银
行－慧富 8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3

20,869,565

20,869,565

无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77

17,391,304

17,391,304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价值共享灵
活配置混合

其他

0.67

14,999,956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
合

其他

0.62

14,000,000

14,0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2.3

2.4

公司控股股东唐港实业集团与公司股东唐山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同属唐山市国资委，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优先股事项。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2,60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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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回顾与分析

1. 概述
2015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国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
区间，主要指标逐步回暖，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7.0%。2015 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为，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
吐量 56.7 亿吨，同比增长 2.6%，增速较去年同期放缓 2.6 个百分点。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
别增长 4.2%和下降 0.6%。
下一阶段，国家将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的关系，促进我
国经济发展速稳质优，保持中高速。同时，预计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将有所回暖，将对外
贸运输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处于合理区间，与交通运输相关联的产业发
展也趋于改善，这些都将为交通运输行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据此，预计下半年货运量、港口
货物吞吐量将稳步增长。
2. 报告期公司经营及业绩回顾分析
2015 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抢
抓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新机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年初工作部
署，深入开展“管理深化年”活动，着眼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构建综合物流体系，深化港口经
营管理，圆满完成上半年的工作目标，实现了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
一是公司货物吞吐量保持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货物运量 7,426.08 万吨，同比增长
9.35%，其中矿石完成运量 3,808.07 万吨，同比增长 15.05%；钢材完成运量 1,068.97 万吨，同
比增长 26.99%，外贸钢材亮点突出，完成 345.78 万吨，同比增长 100.97%；煤炭完成运量 2,120.19
万吨，同比略有增长；其他货种完成运量 428.85 万吨。公司运量的增长原因一是狠抓货源，维护
并完善大客户管理体系，采取多样化的营销策略，强化业务信息处理，发挥大数据指导作用，确
保主流货种运量；二是大力开发内陆钢厂货源，提供专属泊位，保障作业速率和质量，实现外贸
增量；三是积极培育开发小货种，推进港口货源多元化。
二是公司效益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5,143.84 万元，由于贸易类收入同
比减少 32,067.84 万元，同比降低 2.40%；实现利润总额 78,614.12 万元，同比增长 5.47%；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01.00 万元，同比增长 12.65%；实现每股收益 0.28 元，同比增长 12%。
效益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公司吞吐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受益于公司创新管理模式、持续挖潜增效对
成本的节约。公司统筹生产调度、细化过程管理、优化创新工艺方案、标准、规程，高效利用各
项资源，促进生产节能降耗，控制了生产成本。
三是推进 36#-40#专业化煤炭泊位建设。泊位基础等相关工程已基本完工，项目满足重载试
车运行要求。项目主要资产已于报告期内结转固定资产。
四是推进转型升级，增强港口服务功能。公司在提供港口基本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保税
仓储、期货交割等港口物流增值服务。发布了唐山港大宗散货价格指数（MTI），提升公司知名度。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年初工作目标和总体部署，全面推动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深化管
理体系融合共进，突出抓好重点工作，继续推进 36#-40#专业化煤炭泊位项目后续工程建设，力
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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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科目

币种:人民币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551,438,380.23

2,614,078,509.23

-2.40

营业成本

1,506,939,893.45

1,621,234,075.60

-7.05

销售费用

1,031,052.25

2,035,568.52

-49.35

管理费用

159,299,705.98

145,778,752.12

9.27

财务费用

94,184,782.93

104,418,750.96

-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249,900.36

327,347,547.18

-3.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938,576.33

-890,541,095.63

66.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8,853,271.26

636,130,066.56

145.0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 62,640,129.00 元，减幅 2.40%，主要原因
系本期商品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 114,294,182.15 元，减幅 7.05%，主要原
因系本期商品销售成本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 1,004,516.27 元，减幅 49.35%，主要原因
系本期支付的运输装卸费及代理服务费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增加 13,520,953.86 元，增幅 9.27%，主要原因
系本期工资、土地使用税、无形资产摊销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 10,233,968.03 元，减幅 9.80%，主要原因
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减少 11,097,646.82 元，减
幅 3.39%，主要原因系本期定期结算客户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较上期金额增加 591,602,519.30 元，增幅
66.43%，主要原因系上期收购子公司煤炭公司、监理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期金额增加 922,723,204.70 元,增幅
145.05%，主要原因系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偿还银行借款、短期
融资券、融资租赁款所致。
2. 其他
（1）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5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701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70,000,000 股（含 57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详情详见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唐山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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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吞吐量 7,426.08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43.7%；实现营业收入 255,143.84
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44.76%；实现利润总额 78,614.12 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49.13%。公司进
一步深化绩效考核和财务管控工作，逐步提高信息化水平，港口物流、金融板块的建设进程加快，
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升。
3.3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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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装卸堆存

1,870,310,220.98

935,781,753.68

49.97

17.86

22.23

减少 1.79 个百分点

港务管理

103,654,158.43

58,043,200.89

44.00

-2.89

4.88

减少 4.15 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

459,682,907.12

439,081,794.34

4.48

-41.09

-41.44

增加 0.56 个百分点

船舶运输

7,821,643.41

15,104,415.91

-93.11

-65.24

-32.74

减少 93.31 个百分点

92,724,877.22

49,092,431.70

47.06

3.03

151.47

减少 31.25 个百分点

其他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主导京唐港区建设、发展和经营，业务规模占港区的 80%以上，形成了以煤炭、铁矿石、
钢铁为主，液化产品、水渣、汽车、木材、粮食、机械设备为辅的多元化货种格局，在我国煤炭、
铁矿石和钢铁等货物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公司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津冀港口群中距渤
海湾出海口最近之点，宜建港自然海岸线长达 19 公里，陆域广阔，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后方陆域
有 100 多平方公里开阔平坦的盐碱荒地可供开发利用，具有发展外向型临港工业的地域优势；
二是便利的交通运输网络，铁路、公路集疏运条件优越，公司通过唐港铁路、迁曹铁路与大
秦线、京山线、京秦线等国铁干线相连，运距优势明显，具备“矿石-煤炭”钟摆式运输的组织优
势，通过唐港高速、沿海高速与唐津、京沈等国家高速网连接，交通网络完善，集疏港体系发达
高效；
三是拥有优良的经济腹地，货源充足，腹地辐射唐山地区、河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山西、内蒙、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中西部地区；据统计，公司腹地唐山地区 2014 年生产总值 6225.30
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 20 位；
四是完善的港口服务设施和功能，公司拥有散杂、件杂、多用途、矿石、煤炭、水泥、液化
专用等各种功能的泊位，各类仓储、铁路、导助航、辅建设施齐全，货物堆存能力位居全国港口
前列；随着京唐港区专业化矿石泊位与 36#—40#煤炭泊位工程的逐步建设、运营，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将得到全面提升，作业效率将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吞吐量快速增长；
五是具有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公司持续推进质量、安全、预算、绩效考核、信息化五大管
理体系深化，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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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公
司因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增加风险；
六是实行差异化营销策略，现代综合物流体系雏形初步形成，公司依托已有优势，向物流链
上下游企业、利益相关方延伸港口物流增值服务，提升供应链管理与赢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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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京唐港首钢码头有限公司、京唐港煤炭港埠有限责任公司、京
唐港液体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洋浦华诚海运有限公司、唐山市外轮供应有限公司、唐山市港口物
流有限公司、唐山海港京唐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唐山通盛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唐山海港港
兴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唐山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唐山港京唐港区进出口保税储运有限公司、唐山
港集团港机船舶维修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唐山港国贸投资有限公司、唐山
海港京唐港专业煤炭码头有限公司、唐山新通泰储运有限公司、唐山港中检检测有限公司。 详
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孙文仲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