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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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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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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 6007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埠 郭小薇 

电话 022-25702708 022-25706615 

传真 022-25706615 022-25706615 

电子信箱 sunbu@tianjin-port.com guoxiaowei@tianjin-port.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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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6,226,619.38 33,593,514,609.86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30,471,478.12 14,469,512,252.36 1.8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2,338,636.00 891,666,298.75 69.61 

营业收入 5,953,830,282.57 8,566,677,000.63 -3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468,532.64 665,617,974.10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5,419,398.93 656,490,275.64 -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4.83 减少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2.5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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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56.81 951,512,511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17 36,292,201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25 20,888,200   无 0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 国有法

人 

0.47 7,850,000   无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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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45 7,593,4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显创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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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以追求质量效益为中心，把“稳增长、调结构、

保安全、强管理“作为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优化配置资源，

提高资金使用效能，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同时，适应监管形势和监管思路

的变化，进一步规范各项管理工作，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统筹各项

工作的开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确保了公司全年各项工作平稳推进。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9.54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6.13 亿元，下降 30.50%。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0.6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32.03 亿元，下降 60.86%。公司本期销售收入下降是因为

2015 年 6 月公司转让了两家贸易类子公司股权。 

公司营业总成本为 49.94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6.35 亿元，下降

34.54%。其中：装卸成本 16.25 亿元，较上年同期 15.95 亿元增加 0.30

亿元，增长 1.84%。销售成本 20.34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1.68亿元，

下降 60.91%，主要原因是伴随着销售收入的减少，销售成本相应减少。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1.12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0.43 亿元，下降

3.72%，公司上半年利润总额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所属贸易类公

司，产生大额非经常性收益。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49 亿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0.16 亿元，降低 2.43%。公司资产负债率 41.20%，

流动比率 1.58。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吞吐量总计 18,558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38%。其中:散杂货吞吐量 15,27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54%；集装

箱吞吐量355.7万TEU，与上年同期357.3万TEU基本持平。船舶代理9,028

艘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货物代理量 5,489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1%；理货量 5,880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4.03%；船舶拖带 25,734

艘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50%。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经济运行整体平稳，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和措



施有序推进。一是港口装卸生产稳步增长，总体呈现内贸增速高于外贸特

点；二是经济效益基本保持平稳。公司按照“稳增长、调结构、保安全、

强管理”的工作要求，集中力量发展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了经济运行的

质量和效益。三是公司装卸、物流业务利润贡献保持稳定，充分发挥骨干

业务的利润支撑作用。  

当前公司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仍然存在较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全面完成年初既定的全年各项目标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其中几个方

面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一是当前宏观经济情况下，公司平稳较快发展依旧

面临诸多挑战。二是周边港口竞争加剧，在人工、环保等要素成本刚性上

涨的形势下，管理费用上升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压力更为凸显。三是对于部

分外部系统性风险因素要予以更多关注。 

下半年，要牢固树立“以追求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工作要求，按照年

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抓好各项工作的推动和落实。进一步巩固原有

货源、加快业务发展、扩大业务规模、努力开拓新货类，不断提升公司运

行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全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完善风险管

理体系，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与质量，全面推动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 

3.2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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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装卸业务 2,910,843,748.04 1,624,516,211.76 44.19 4.62 1.84 增加 1.52

个百分点 

销售业务 2,060,358,889.92 2,033,614,013.70 1.30 -60.86 -60.91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港口物流业

务 

822,414,201.74 663,855,119.30 19.28 -3.78 5.64 减少 7.20

个百分点 

港口服务及

其他业务 

585,612,483.82 292,517,870.78 50.05 0.39 -6.41 增加 3.63

个百分点 

抵销 -425,399,040.95 -418,632,930.61   -53.62 -54.00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公司占主营业务收入 10%以上的主要业务为装卸业务、销售业务和港

口物流业务。 



3.3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元）  增减比例（%） 

营业外收入  14,469,496.91    20,884,441.09    -6,414,944.18  -30.72 

说明：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的说明：所属子公司政府补助减少。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地理区位优势 

公司地处的天津港位于京津城市和环渤海经济圈以及“一带一路”的

交汇点上，是天津市最大优势与核心资源，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

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与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是世界等级最高的人

工深水大港，服务辐射占中国面积 52%的 14 个省、市、自治区，是连接

东北亚和辐射中西亚的纽带。 

2、良好的发展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

格局；国家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重大战略的实施；天津自贸

区建设的战略部署；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全面开发开放，为天津港作为唯

一一个集多重战略机遇于一身的港口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快建设

中国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和国际物流中心，实现天津市核心战略资源和最

大优势的功能定位，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公司经营优势 

公司坚持“诚信为本、功能制胜、互利共赢”的市场经营理念，通过

公司外部"“市场-服务-效益”的协调统一，视诚信为立业之本、兴业之要，

坚持“服务是生命，满意是追求”的服务宗旨；坚持“市场为导向，功能

占先机”的制胜方针，以功能开发带动市场开发，创新模式拓展功能为客

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秉持与各利益相关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经营

宗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加强科技创新

和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公司经营的永续发展。 

公司拥有一支团结、高效、专业、勤勉的经营团队，在“发展港口，

成就个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员工素质不断



提升，人才支撑优势凸现，人才素质的提升带动了公司发展质量和经济效

益的提高。 

公司拥有多个先进的集装箱、原油、煤炭焦炭、滚装、矿石等现代化、

专业化码头，是沿海港口码头功能最齐全的港口之一。公司拥有特定的货

物运输群体和市场，集装箱、原油及制品、矿石、煤炭焦炭是公司的四大

支柱业务。天津港拥有同时满足四艘船舶双向进出港的全国等级最高的

30 万吨级人工深水复式航道，可接卸所有进出渤海湾的大型船舶以及世

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从港口自然和地域条件、规模建设和港口设施看，

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国家战略和区域政策扶持角度看，公司发展预期

前景广阔，经济腹地范围大，贸易物流网络相对健全。 

最近几年来，环渤海各港口的发展较为迅猛，各港口在竞争的同时也

保持着合作，宏观上这种竞争有利于各港口不断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效

益，有助于港口企业转型升级。在与各港口的合作与竞争方面，公司依托

天津港口，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一是港口历史悠久，先发优

势明显；二是独特区位优势，经济腹地广阔，是京津的海上门户，面朝东

北亚、背靠华北、西北乃至延伸到蒙古和中西亚；三是世界最大人工港口，

发展空间广阔；四是装卸货类齐全，码头等级高，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

性港口，抗风险能力强；五是人才队伍与现代化管理水平均处领先地位。 

围绕公司装卸物流的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全球各大船公

司、物流企业以及国内的大货主企业。2016 上半年营业收入占前五位的

客户分别是天津云盛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晟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开

发区陆海矿业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裕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天津北海实业有

限公司。 

近几年来，公司围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为客户提供高端高质的增值

服务，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与产品服务类型，在集装箱、铁矿石、煤炭、

原油、汽车滚装等业务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吞吐量

的增长，公司最近三年新建码头项目包括：天津港南疆港区 26 号铁矿石

码头、天津港南疆 27#通用码头工程、天津港南疆中航油码头、天津港燃

油供应 2#基地等；新建堆场设施项目包括：天津港远航散货码头堆场扩

容工程、天津港东疆港区美洲路查验堆场、天津港太平洋国际公司堆场扩



建（二期）工程、天津港南疆中部矿石堆场工程、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多

层汽车库工程等；老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包括：天津港一公司、四公司、五

公司、石化码头公司、煤码头公司、东方海陆公司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程

等。这些新的码头、堆场建设与老码头的升级改造，有力地支撑了吞吐量

的增长，为公司持续发展打造了核心竞争能力。 

3.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6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天津港远航散货码

头堆场扩容工程 
15.00 79.00% 0.17 11.99  

合计 15.00 / 0.17 11.99 / 

 

3.7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天津

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额 1,674,769,1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税），计 368,449,206.40 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 4,499,177,725.71 元结转至以后分配。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 

公司上市以来把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与投资者分享经营成果

当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现金分红当作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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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投资设立天津港海嘉汽车码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 

 

 

 

                                         董事长：卢伟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