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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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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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港 600190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港B股 90095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桂萍 赵  刚 

电话 0416-3586462 0416-3586234 

办公地址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大街一段1号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大街一段1号 

电子信箱 MSC@JINZHOUPORT.COM MSC@JINZHOU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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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1,406,031.15 15,585,584,733.96 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73,765,549.46 6,020,915,250.8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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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73,994.59 -222,459,492.3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745,646,877.27 2,086,396,324.55 3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183,829.34 84,392,477.73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060,424.12 61,606,621.48 4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1.42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540 0.042148 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540 0.042148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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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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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港投融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8 382,110,546 0 无 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9 308,178,001 0 质押 282,000,000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0 300,343,725 0 质押 300,343,725 

西藏天圣交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0 140,160,405 0 质押 140,160,40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0 118,170,000 0 无 0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国家 5.07 101,442,095 0 无 0 

冯丹 境内自然人 0.75 15,000,000 0 无 0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4 8,723,288 0 无 0 

辽宁省建设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0.27 5,436,000 0 冻结 5,436,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27 5,364,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本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集体账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包括公司

部分董监高人员及其他符合认购条件的公司员工，与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第七、

九、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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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平稳增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面

对国家供给侧“去产能”产业政策延续和环渤海港口市场竞争局面，锦州港继续贯彻“巩固提升

主营板块、拓展非主营板块和做强临港产业”的发展思路，抢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顺应市场

调整开发策略，应对竞争加强成本管控，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的各项指标,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稳步

上升和港口核心竞争力逐步提高。2018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43.23亿元，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27.4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3.5%，同比增长 31.6%；实现营业成本 24.28亿元，同比增长

35.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18.39 万元，同比增长 8.05%；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70.41亿元，较期初增长 9.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74亿元，较

期初增长 0.88%。 

（一）全国港口增长良好，锦州港经营逐步回暖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同比增长 6.8%，受中美贸易摩擦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有所下

滑，在此背景下，港口生产形势总体表现平稳。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2018 年上半年全国规

模以上港口自年初累计货物吞吐量 65.4亿吨，比 2017年同期增长 2.4%。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20.8亿吨，同比增长 2.9%。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自年初累计完成 1.21亿 TEU，

同比增长 5.4%。报告期内，锦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较去年有所回落，与去年同期相比小幅增

长 3.79%，增速略高于港口行业的平均水平。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增幅为 29.6%。锦州港口岸集

装箱吞吐量自年初累计完成 77.3万 TEU，同比增长 33.21%，港口的生产经营形势正逐步回暖、趋

稳。 

（二）稳定和优化货源结构，市场掌控力持续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货源结构日趋科学合理，以由褐煤占主导优化调整为油品、粮食、煤炭和集

装箱多种主要货源均衡发展。同时，着力搭建产业合作方互惠互利关系，持续优化客户体验和客

源管理，取得明显效果。①油品方面，上半年实现量利双增，吞吐量同比增幅达到 14.32%。锚定

所有腹地油品客户，实现货源引进全程跟踪、通关、货权、中转实时跟踪，增加货源中转份额；

实现东西作业区原油管线互通，平衡作业压力，通过进出港船舶科学调度，保证靠离泊秩序，缓

解船舶滞期现象；以油品储罐为媒介，锁定地区大型地炼企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延长信息链

条，促成在港优质炼化企业之间互通有无、合作共赢。②杂货方面，公司积极应对上半年南方饲

料市场采购量萎缩和东北港口散粮下海量下滑的严峻局势，货源承揽围绕稳定大客户中转份额和

远程铁路粮食货源，合理安排集疏港计划，完善粮食班轮航线布局，散粮中转份额较 2017年上半

年同比有所增加，客户群体实力不断增强，大型央企、国企、跨国企业及民企成为主流客户；其

他散杂货方面，积极引进小宗杂货商新客户，通过提供优质快捷服务、严格控制作业环节、保证

顺畅接卸货源等措施树立新客户与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信心。上半年，碎石，石油焦，二程菜籽

粕等新货种均实现在港首次中转，累计实现 20余万吨增量。③集装箱方面，通过加大航线管理力

度，新增两条班轮航线；通过启动码头升级改造、开展码头互联互通，保障大船顺利靠泊，实现

作业效率提升；通过新建后方堆场，增加集装箱仓储能力；通过开展造箱租赁业务，创新经营方

式，加强与港口、铁路、船公司、客户的紧密合作，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3.21%。 

（三）延伸产业链各环节，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公司注重用互联网思维构建各类产业链，实现资源整合，产销紧密结合。创新传统货源开发，

通过优化客户体验，增强市场把控，为粮食货源市场营销开辟新的思路：布局了京哈线铁路西部

远程粮食产区，建立产区库点，扩大对玉米产业前端的开发范围，在黑龙江、吉林东部等粮食产

区拓展渠道，为客户提供集港口、代理、金融等于一体的多元化平台，在南方设立办事处，将触

角伸向长江、珠江流域。抓住产区“最初一公里”和销区“最后一公里”，以港口为枢纽，整合产、



销、中间贸易及物流运力资源，涵盖金融、海运、仓储、监管、汽运等物流环节，保障顺畅中转，

实现多方受益；在促进新兴业务开展上，依靠联营公司船舶、自有码头和集装箱形成一体化运作，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从码头运营商转型为全程物流提供商。投资 5 亿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锦州港

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开展集装箱租赁运输和海铁联运等业务，以海运物流中心为载体，以融资

租赁为依托，融合装卸、金融服务和海运运输为一身，打造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上半年海铁联运

业务同比增长 76%；集装箱一期、二期码头完成岸线互联、设备互用、货物互通，极大释放集装

箱泊位作业能力。 

（四）持续建立集疏运体系，联合带动货运增量 

公司致力于积极构建海陆双线和公铁水三点集疏运体系，形成海陆相辅相成、公铁水支撑互

济的对外大通道格局。成功开发两条集装箱新航线和三条海铁联运班列，扩大公司海路运输网络

规模。开通“锦州-南通”和“锦州-虎门”两条集装箱直航精品班轮航线，“满洲里-锦州港-广州”、

“扎兰屯-锦州港”和“绥芬河-锦州港”三条海铁班列路线，依托港口平台，整合车源、货源，

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全产业链港口代理无缝衔接的一站式服务。与铁路局洽谈享受运费下浮，

降低敞顶箱铁路运费，以车流带动物流。上半年，锦州港粮食远程铁运量同比增长达 40%以上。 

（五）深化非主营板块布局，建设综合服务体系 

为了增强资本实力，扩大业务规模，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锦国投拟通过

实施增资扩股引入六名战略投资者，新增注册资本至 1,614,664.41万元人民币。截止本期报告日，

锦国投已完成初步增资，与天津星睿卓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凡筠实业有限公司、盘锦金瑞

石化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增资协议》，注册资本由 30亿元增至 90亿元，并已办理完成上述增资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续锦国投将按照董事会通过的增资方案，与长江航道局、大港投控等其

他投资者协商洽谈，进一步推进增资扩股工作。增资扩股后的锦国投将以锦州港主业为平台，有

序整合旗下项目投资、园区建设、保理、保险经纪、证券、融资租赁、贸易、物流、大数据处理、

大宗商品交易等多种工具的非主营板块运营体系，搭建全产业链服务体系的新框架。继续坚定不

移地布局临港产业，遴选合适的临港产业项目，目前，上述业务还在稳步推进中。 

（六）加强公司组织运营、合规管控成本 

确立生产指挥、生产操作和生产保障“三位一体”的成本管控模式。组建专业化作业公司，

树立以成本管控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培养全员成本意识，对系统内各个运营环节进行成本管理，

通过实施能源控制、修后利废及优化作业环节等措施，合理降低成本费用支出；落实系统运营成

本责任制，采取管控分离的方式，对系统内成本支出事项实施管控，实现从上至下的公司成本管

理体系。上半年，成本管控已收到良好成效。 

（七）持续加强内部管理，构建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在经营管理、生产运行等各项工作中细化管理环

节，明确管控重点。①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更趋规范化，治理层建设和运作机制权责清晰。②人

才资源，注重人才培养与发展，积极引进与企业发展需求匹配的人才，并结合岗位专业需求加大

培训力度，培训重点立足于港口业务发展和主营业务需要，持续开展培训跟踪和管控。③员工激

励，制定薪酬改革方案，优化薪酬结构和薪酬考核体系，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鼓励全员提高

工作效率。制定员工持股计划长期激励方案，并顺利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此举丰富了核心

员工激励手段，有效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建立了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一致和共享机制。④财务

方面，加强会计基础核算和精细化核算，优化财务预算考核体系，并且提高资金管控水平。⑤风

控方面，提高风险管控意识，健全风险管控体系，做好风险识别、评价和管控措施。重大项目全

程跟踪。⑥安全管理，推行以责任、预防、培训、文化、科技及应急管理为主线的安全管理模式，

筑牢安全防控体系，做好环保管控和消防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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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