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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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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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江物流 600575 芜湖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进华 姚虎 

电话 0553-5840528 0553-5840085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朱家桥外贸码头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朱家桥外贸码头 

电子信箱 mjh1270@139.com whzqdb201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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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0,741,529.76 17,263,179,833.36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567,310,053.52 8,245,571,263.7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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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11,725.68 460,188,259.94 27.73 

营业收入 4,939,690,212.49 4,528,752,113.23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9,202,425.27 191,130,570.97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279,709.10 186,159,178.77 -1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9 2.32 增加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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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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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56.61 2,200,093,749 761,128,957 无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

信托－顺景 19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4.89 190,000,000 0 未知 0 

融通资本－兴业银行－光

大兴陇信托－光大信

托·鹏兴满溢 1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3.89 151,000,000 0 未知 0 

芜湖飞尚港口有限公司 未知 2.83 110,000,000 0 未知 0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18 84,603,777 0 无 0 

赫洪兴 未知 2.13 82,588,890 0 未知 0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未知 1.75 67,900,000 0 未知 0 

张健 未知 1.49 57,881,387 0 未知 0 

何文雅 未知 1.47 57,097,165 0 未知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46 56,850,3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属于淮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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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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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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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港储运

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12 芜湖港 122235 2013 年 3 月

20 日 

2018 年 3 月

20 日 

0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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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1   43.9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27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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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将企业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对内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强化风险防控，释放企业内生动力。对外依托自身优越的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寻求合作，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同时抢抓行业发展契机，加快推进战略

布局的实施，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9.40

亿元，利润总额 2.85 亿元，净利润 2.51 亿元。完成铁路运量 2233.25 万吨，煤炭贸易量 323.02

万吨，裕溪口到煤量 217.25 万吨，发煤量 192.89万吨，配煤量 82.09万吨，集装箱量 40.05万标

箱；累计完成发电量 50.45 亿度，其中全资电厂累计发电量 26.81 亿度；累计完成售电量 3.57 亿

度。重点项目淮南港、合肥港、芜湖港朱家桥外贸综合物流园区一期项目码头工程总体上正在按计

划有序推进。 

下半年，主要工作重点：铁运分公司将加快拓展检修业务，争取年内取得铁路货车检修资质，

建立新的检修运营模式，争取承揽外部检修业务有实质性突破；芜湖港务公司将在巩固现有集装箱

市场存量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市场增量，提升管理，强化服务，确保完成 80 万标箱年度任务；发

电公司将积极衔接省能源局、省网公司，争取完成年度发电计划，实现年度减亏目标；售电公司在

防风险、做规模、创品牌的同时积极服务于公司内部电力产业发展，保证整体效益最大化；裕溪口

煤码头分公司将围绕打造“一枢纽四中心”（江海河联运枢纽港区，煤炭物流中心、砂石料转运中

心、铁矿石分销中心、水上超市服务中心）战略目标定位，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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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