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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唐山港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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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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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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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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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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63,340,040.81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341,860,825.93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
积金 134,186,082.59 元，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的净利润 1,207,674,743.3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3,939,381,802.67 元，扣除 2017 年实施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455,840,662.60 元，期末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为 4,691,215,883.41 元。
鉴于公司目前处于成长期，具有稳健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为积极回报股东，与全
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同时考虑到公司三港池北岸线改造、23#-25#多用途泊位建设、
煤炭储运堆场建设等方面资本性支出较大，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研究拟定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558,406,62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80 元（含税）
，即每股 0.0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4,672,530.08 元；同时，
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共计派送股票股利 1,367,521,988 股。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5,925,928,614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2,959,021,365.33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分配预案已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经公司五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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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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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唐山港

股票代码
601000

变更前股票简称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杨光
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港
大厦
0315-2916409
tspgc@china.com

高磊
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
港大厦
0315-2916409
tspgc@china.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主要从事港口综合运输业务，具体包括港口装卸堆存、运输物

流、保税仓储、港口综合服务等业务类型。公司主要经营区域在唐山港京唐港区，是主导京唐港
区规划、建设及经营的大型港口企业集团。公司目前形成了以大宗干散货、集装箱运输为主，液
化产品、水渣、汽车、木材、粮食和机械设备为辅的多元化货种格局，在巩固铁矿石、煤炭、钢
铁等货物运输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集装箱板块。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收购唐山港京唐港区 26#-27#
泊位及其配套资产的议案》和《关于控股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收购唐山港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津唐集装箱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唐港实业所有的唐山
港京唐港区 26#-27#集装箱泊位及其配套资产和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实现
了将京唐港区集装箱业务整体纳入上市公司统一运营管理，2018 年公司将持续推进集装箱板块发
展。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堆存等相关的港务管理服务，与制造业企业相比对原材料需求较
少。公司采购主要为港机设备及配件、维修材料、办公用品等，所需能源主要为电力与燃料。公
司具有独立的物资采购系统。通过招标、代储、定点、询价等方式采购物资。同时，公司为增加
港口运量，积极发展与港口相关的综合贸易服务等，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采购矿石、钢材等。
2、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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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备独立的营销体系。营销团队以业务部、第一港埠生产作业部、第二港埠生产作业部、
专业煤炭码头公司、煤炭公司、津唐集装箱公司的业务团队为主导，通过在腹地主要城市建立办
事机构，与公司子公司物流公司、船货代公司密切配合，共同构成公司营销团队，能够全方位满
足客户深层次需求；公司已经在河北东北部、西北地区、华东地区设立了办事机构，形成了陆海
销售网络，构筑起货源组织、货物配送运输网络；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钢铁、焦化、电力企业、
贸易公司及船货代公司，公司通过提高包括装卸效率、装卸工艺和质量等在内的服务水平，不断
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最主要环节包括货物的装船和卸船、陆路运输的装车和卸车、货物港区内堆存和搬
运，本公司具有独立的生产作业系统和所需的相关设施和设备。货物的装船和卸船是公司最重要
的生产环节，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根据货种不同，建设了适应不同货种堆存的库场，
将不同的货物堆放于不同库场，采取“单堆单放”模式，对客户更具吸引力。
4、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与客户签订港口作业合同、货物运输协议、贸易合同、供应协议等方式，及提
供港口设备维修等相关服务，形成公司的主要收入，主要包括港杂费（货物装卸倒运）、港使费（停
泊费、拖轮费等）
、堆存费（苫盖费等）等。此外，公司为业主泊位提供相关港口服务配套设施及
船舶调度服务，每年收取固定费用。
（三）行业情况
港口行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关系
密切。港口是具有水陆联运设备和条件，供船舶安全进出和停泊的运输枢纽，是水陆交通的集结
点，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船舶停泊、装卸货物、上下旅客、补充给养的场所。
在中国，沿海港口建设重点围绕煤炭、集装箱、进口铁矿石等运输系统进行。港口中转的货物分
为干散货、集装箱、液体散货、件杂货、滚装汽车五大类。煤炭、金属矿石、水泥等大宗货物主
要通过散装方式运输，而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玩具等工业制成品主要通过集装箱方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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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营业收入

本年比
2016年
2015年
2017年
上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增减(%)
22,066,300,946.43 20,928,329,685.72 20,293,243,936.56
5.44 17,306,173,674.97 16,644,435,133.51
7,612,185,740.64 6,528,087,399.57 5,626,440,546.85
16.61 5,824,819,202.29 5,157,369,1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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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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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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63,340,040.81 1,314,468,958.67 1,320,253,992.01

11.33

1,168,136,949.77

1,199,790,316.23

1,538,864,971.25 1,337,701,987.36 1,338,118,984.42

15.04

1,207,850,068.04

1,207,426,811.19

14,521,497,006.72 13,712,791,488.12 13,557,567,286.40
1,594,998,319.60 1,599,283,083.57 1,522,692,831.60
0.32
0.32
10.33

0.32
0.32
11.94

5.90 10,536,331,711.10 10,396,306,984.06
-0.27

1,087,536,178.34

1,084,798,501.66

0.33
0
0.33
0
12.16 减少
1.61个
百分点

0.54
0.54
0.56

0.56
0.56
13.4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1,695,991,035.03

1,521,294,598.33

1,695,986,560.05

2,698,913,54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2,942,481.77

342,505,061.92

344,319,366.68

423,573,13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42,969,547.97

390,724,829.97

369,289,513.23

435,881,08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3,044,941.33

313,951,799.43

462,267,662.34

375,733,916.50

营业收入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其控股股东由本公司母
公司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二级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由于公
司与集装箱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公司
对唐山港集装箱的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
释等规定，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
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故对 2017 年
前三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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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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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4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75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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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 0
司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2,030,579,122 44.55 302,137,130

数量

性质

无

0 国有
法人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 0
任公司

369,748,800

8.1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

178,048,980

3.9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晟（深圳）金融服务集 0
团有限公司

120,192,307

2.64

0 质押 120,192,307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0
任公司

72,142,740

1.58

0

无

0 未知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 0
宝信托－安心投资【6】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019,233

0.81

0

无

0 未知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24,700,000

0.54

0 质押 24,700,00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0
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
路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038,461

0.53

0

无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19,614,719
公司－陕国投·风云际会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9,614,719

0.43

0

无

0 未知

河北港口集团投资管理有 -10,579,775
限公司

19,434,355

0.43

0

无

0 未知

-13,895,100

-15,995,6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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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无。
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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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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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和行业形势，紧紧围绕综合性国际化大港奋斗目标，以“智

慧港口建设年”为核心，以西北战略为支撑，以集装箱为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1、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17 年,京唐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2.9 亿吨，在河北省“三港四区”中位居第一位，同比增长
7.19%。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21910.18 万吨，同比增长 6.75%，高于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同比
增速。其中主要货种矿石完成运量 11255.17 万吨，同比增长 0.41%；钢材完成运量 1715.29 万吨，
同比增长 1.15%；煤炭完成运量 6925.54 万吨，同比增长 19.62%；其他货种完成运量 2014.18 万吨，
同比增长 10.06%，集装箱完成运量 200.53 万标箱，占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一半以上，同比增
长 33.20%。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12,185,740.64 元，同比增长 16.61%；实现利润总额
1,833,956,355.99 元，同比增长 11.2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3,340,040.81 元，同比增
长 11.33%；实现每股收益 0.32 元。
2、智慧港口建设年实现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开展实施“智慧港口建设年”，完成智慧港口发展规划等基础工作，持续
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商务物流、生产指挥、职能管控等领域智能化项目全面实施，全年投资近
4000 万元，实施信息化项目 38 项。“港口企业危险货物智能化安全管理”项目入选全国首批智慧
港口示范工程，成为集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多式联运三个交通运输部试点工程于一身的港口企
业，“港通天下”智慧商务云平台、集装箱自动化系统入选河北省“互联网+”智能制造跟踪项目库。
3、业务板块协调推进，业务市场积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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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积极克服市场竞争激烈、环保要求更高等诸多困难，及时掌握腹地
企业和周边港口动态，发挥内外贸班轮优势，稳固矿石、煤炭、钢材等基础货源，同时培育西北
地区锰矿、铬矿等保税货源，引进石灰石、石膏粉、废钢、碎石、工业盐等新小货种，进一步丰
富货种结构。
二是大力发展集装箱。完成全港集装箱资源的优化整合，西北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增 5
个内陆港，集装箱班列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加密内外贸航线布局，全面开通日本关东、关西航线，
加密既有内外贸航线，航线总数达到 33 条。集装箱铁路专用线及智能化码头管理系统投入使用，
自动化装卸设备完成安装调试，码头功能实现质的飞跃。
三是不断延伸物流业务。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整车进口口岸顺利通过省级验收，保税库
仓储业务入库量突破 100 万吨。成功开发宣钢、包钢、金马、新东海等矿石运输业务，海运电商
平台正式运营，集疏运平台功能日益完善。
4、资源要素统筹优化，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积极克服施工生产交叉作业等困难，科学制定船舶作业方案，提升船舶通航效率和泊位利用
率，生产组织进一步优化；着力降本增效工作，建立单船成本数据库，深入推进单船单班成本核
算，成立大宗物资消耗控制小组，全年单吨成本较年初预算下降 9.74%；积极落实大气污染治理
要求，加大环保力度，成立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坚决执行重污染天气错峰运输政策，以
粉尘治理为主线，全年环保投入达到 4000 万元，绿色发展方式已经融入到港口生产运营的全过程；
坚守安全底线，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考核体系更加明晰，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违章作
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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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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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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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
1、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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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0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 号）
、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 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2017 年 10 月 31 日，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集装箱”）
完成工商变更，其控股股东由本公司母公司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交所网站刊登的临 2017-045 号公告。由于公司与唐山港集装箱在合并前后均受唐山港口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公司对唐山港集装箱的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规定,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
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
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2017]13 号）的规定，列报 2016 年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唐山港集装箱存在的“持有待售资产” 100,839,286.21 元。
（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
的规定，公司将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
报“资产处置收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公司调减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78,870.80 元，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147,254.05 元；调减 2017 年度营业外支出 21,921.53 元，调减 2016 年度
营业外支出 183,829.91 元；调增 2017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 56,949.27 元，调增 2016 年度资产处
置收益-36,575.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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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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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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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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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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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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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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港集团物流
有限公司、唐山港通盛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增
加唐山港（山西）物流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2 家二级子公司。本年因注
销减少洋浦华诚海运有限公司 1 家二级子公司。
详见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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