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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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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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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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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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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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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港集团 6000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向明 / 

电话 021-55333388 /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358号（国际港务大厦） / 

电子信箱 dongmi@portshanghai.com.cn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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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36,379,057.71 141,234,904,994.02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722,422,094.54 69,484,380,909.7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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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610,188.76 3,227,414,820.00 -52.85 

营业收入 17,509,798,030.81 16,718,310,109.76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6,511,356.67 3,372,807,281.50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08,721,833.91 2,436,559,722.82 3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27 5.4569 
减少0.654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61 0.1455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61 0.1455 0.4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1,8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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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国家 31.36 7,267,201,090 0 无 /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15 5,827,677,572 0 无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3,476,051,198 0 无 /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 1,125,271,248 0 无 /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 975,471,600 0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3 749,630,375 0 无 /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741,818,800 0 无 /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

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其他 1.81 418,495,000 0 无 / 

招商局港口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 
其他 1.59 369,470,814 0 无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172,814,922 0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 4、第 5、第 7、第 10名的流

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 2名亚吉投资有限公司和第 9名招商局港口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均为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HK0144）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 10名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第 7名上海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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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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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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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上港 01 136184 2016-1-22 2021-1-22 25 3.0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 上港 02 136459 2016-6-2 2021-6-2 30 3.0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 

16 上港 03 136539 2016-7-13 2021-7-13 25 2.9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7.18%    45.4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18    14.9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公司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上半年，公司根据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和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着力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着力做强国企的“主业、技术、品牌”，着力推动“四个

港口”建设，着力加强企业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并紧紧围绕“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创新驱动、

多元发展”的工作方针，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在新时代努力开创公司

发展和强港建设的新局面。经过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主业利润及收

入均保持增长态势，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整体发展保持了健康向上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母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050.7 万标准箱，同比增加 4.6%。母港货物吞吐量

完成 2.78亿吨，同比下降 0.6%，其中，母港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0.76亿吨，同比下降 9.3%。上半

年，基于国际经济温和复苏，国际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同时我国经济稳中有进，需求持续向好，

对外贸易进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公司母港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步增长。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满

足公司整体规划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散杂货货源结构进行了调整，煤炭接卸量减少，散杂货吞吐

量较去年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5.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亿元，同比增加 0.41%。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