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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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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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科技 600794 大理造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保进 常乐庆 

电话 0512－58320358 0512－58320165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石

化交易大厦27楼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石

化交易大厦27楼 

电子信箱 chenbj@zftc.net changlq@zft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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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3,887,459.24 3,129,484,932.92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07,200,761.67 1,807,518,878.85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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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84,690.64 -2,942,090.00 -1,347.43 

营业收入 920,275,100.86 909,307,171.05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227,707.77 27,343,398.75 3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226,835.75 4,533,743.92 2,22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3 1.52 增加4.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42 0.0226 316.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42 0.0226 3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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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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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4.83 422,217,788   无 0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1.7 20,578,000 20,578,000 无 0 

深圳市前海益华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1.12 13,601,686   无 0 

商丘富悦达商贸有限公司 未知 0.66 7,950,340   无 0 

曲毅 境内自

然人 

0.54 6,500,000   无 0 

陆宏翔 境内自

然人 

0.34 4,107,500   无 0 

上海量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量旗中证 800 高倍反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3,413,200   无 0 

陈长征 境内自

然人 

0.26 3,191,400   无 0 

杨怀宇 境内自

然人 

0.26 3,101,000   无 0 

李素兰 境内自 0.22 2,655,60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1）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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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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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夯实主业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全力培育壮大新的发展动能。主

要体现在：公司积极拓展和完善网上仓储平台服务功能，推进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转型；利用网

上仓储平台资源增加客户黏性，促进子公司业务融合发展，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经过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主营业务呈现高开高走的稳健态势，增值业务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5,080.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4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22.7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7.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522.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20.97%。 

1、液体化工码头仓储方面 

报告期内，长江国际接货量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整体罐容利用率处于相对高位，仓储量与

交割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长江国际自主研发的网上仓储平台，利用客户聚集优势拓展了

交割费,实现了流量变现的历史性突破。使得本期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长江国际码头累计靠船 282 艘次，比去年同期减少 5.05%；累计接卸货物量 203.76

万吨，同比增长 7.50%。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1,248.99 万元，同比增长 67.06%；实现利润总

额 11,198.87 万元，同比增长 196.90%。其中，本期新增网上仓储平台交割费及会员费为 2,024.65

万元。 

2、固体仓储方面努力拓展业务量 

报告期内，外服公司努力拓展业务量，仓储及装卸收入均有所增加。外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23.40 万元，同比增长 21.63%；实现利润总额 1,653.81万元，比上年同期 1,015.58 万元，增

长 62.84%。 

3、化工品代理及贸易方面 



报告期内，保税贸易依托公司平台、技术及客户资源优势，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围绕公司南

北联动整体经营目标开展业务，不仅提升了长江国际罐容利用率，同时通过期现结合经营业务模

式，降低了经营风险，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保税贸易实现营业收入 67,147.70 万元，同比减少 10.77%；实现利润总额 1,394.73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4、对外投资方面 

（1）2019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电子

商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江国际、扬州石化、华泰化工、张家港基金公司和上

海保港基金共同投资设立电子商务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电子商务公司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 

（2）去年四季度，公司将原持有的联营企业化工品交易中心 40%股权转让给保税港务后，公

司不再直接持有交易中心股权，交易中心亏损对公司本期主营业务产生的利润影响较以前年度大

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3 次，其中：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2 次；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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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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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