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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杜庆春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祁怀锦 

 

1.3  公司负责人焦广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春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静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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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8,507,128.98 35,106,520,852.28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67,696,271.43 16,332,716,709.00 2.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6,114,059.98 1,600,237,826.87 10.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601,299,868.97 9,424,437,698.45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5,093,813.89 606,226,588.86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21,100,358.36 594,673,201.53 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4 -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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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8,141.74 900,244.6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78,622.35 4,252,010.1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 807,7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2,786.54 -1,297,333.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9,574.93 464,504.57 

所得税影响额 413,677.51 -1,133,730.07 

合计 847,229.99 3,993,4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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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95,4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1,370,178,016 56.81  无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30,079,008 1.2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 
14,515,200 0.60  无  国有法人 

郭登海 14,453,880 0.6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763,776 0.4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56,416 0.32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7,463,664 0.31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099,243 0.29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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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651,975 0.28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6,622,128 0.27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1,370,178,016 人民币普通股 1,370,178,0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79,008 人民币普通股 30,079,008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4,51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15,200 

郭登海 14,453,880 人民币普通股 14,453,88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9,763,776 人民币普通股 9,763,77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7,756,416 人民币普通股 7,756,41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463,664 人民币普通股 7,463,664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7,099,243 人民币普通股 7,099,2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651,975 人民币普通股 6,651,975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6,622,128 人民币普通股 6,6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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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股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其他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持有股票质押或冻

结情况未知。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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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本期发生数） 

上年度末数 

（上期发生数） 
变动额 变动率 原因 

预付款项 451,443,927.99  241,943,492.17   209,500,435.82  86.59% 所属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21,810,509.69    36,089,407.73  85,721,101.96  237.52% 
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应收联合营公司

股利增加 

存货 317,191,840.17  215,071,854.64  102,119,985.53  47.48% 所属子公司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2,540,625.15  154,621,772.22  -52,081,147.07  -33.68% 所属子公司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 

在建工程 868,749,673.83  1,529,146,852.33  -660,397,178.50  -43.19% 所属子公司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795,374.45  57,321,657.54  24,473,716.91  42.70% 
公司内部资产交易导致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646,373.11  13,614,790.12    24,031,582.99  176.51% 
所属子公司增值税留抵税额及预付工

程款增加 

预收款项 487,263,990.62  831,741,053.50  -344,477,062.88  -41.42%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合同负债 352,839,841.02  
 

352,839,841.02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应付职工薪酬 144,209,046.38  97,373,430.03  46,835,616.35  48.10% 所属子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增加 

应交税费 108,296,730.76  68,246,010.59  40,050,720.17  58.69% 所属子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791,370,721.54  571,652,338.04  219,718,383.50  38.44% 应付控股股东及少数股东股利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8,538,501.69  
 

38,538,501.69  
 

实施新收入准则引起的核算科目变化 

专项储备 25,906,536.59  4,921,352.33  20,985,184.26  426.41% 所属子公司安全生产费增加 

其他收益 23,692,433.54  11,358,456.57  12,333,976.97  108.59% 
所属子公司收到的与经营相关的政府

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281,718.98      -143,333.14    -4,138,385.84  -2887.25% 所属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435,799.84  6,709,187.01    -6,273,387.17  -93.50% 所属子公司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6,678,344.74  9,887,916.82    -3,209,572.08  -32.46%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3,259,223.55  73,446,080.38   -70,186,856.83  -95.56%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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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广军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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