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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19024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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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股份总额 1,634,616,854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4,005,000 股后的股本总额 1,630,611,8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14 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 185,889,751.36

元，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

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金额 185,889,751.36 元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

金额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部湾港 股票代码 0005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典治 黄清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33

号港务大厦 9 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33

号港务大厦 8 层 

传真 0771-2519608 0771-2519608 

电话 0771-2519601 0771-2519801 

电子信箱 hedz@bbwport.com huangqing@bbwpo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情况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集装箱和散杂货的港口装卸、堆存及船舶港口服务等业务，主要经营模式是为客户

提供上述业务服务获得收益，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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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动港口业务的稳步发展： 

1.围绕年度港口生产任务，以“千万标箱”（达到年吞吐量一千万标箱以上）为目标，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紧扣“四个一流”（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建设要求，通过狠抓生产管理，

优化物流路径，调整商务政策，年度吞吐总量再上新台阶。 

2.深化生产组织管理，生产效率再创新高，强化现场管理和生产组织能力，合理配置堆场资源，缩短生产衔接耗时，有

效提高生产效率。铁矿船最高装卸效率达114,288吨/艘天，集装箱最高船时效率达192自然箱（以个数计算的集装箱）/小时。 

3.优化、加密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2018年北部湾港新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10条，包括5条外贸航线，5条内贸航线。目

前北部湾港已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42条，其中外贸航线24条，内贸航线18条。进一步优化港航资源配置，为做大做强国际贸

易和物流，提供了强有力的港口航运要素保障。 

4.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围绕广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计划，通过优化物流路径，为客户提供综

合物流解决方案，积极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重庆班列实现“天天班”服务。逐步提升成都、兰州班列的开行稳

定；开发钦州港至宜宾、泸州、自贡、贵阳改貌、昆明和防城港至重庆的冷链班列，形成以北部湾港为重要节点的“一干多

支”班列物流体系。2018年“通道”班列共运行1,154列，完成集装箱发运57,871标箱。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港口行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行业，与宏观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系密切。从目前我国港口行业发展的

特征来看，在物流产业下的港口行业进入加快整合的阶段，在我国东部、华北地区港口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临近

地域同质化竞争以及国际港口运营商的竞争与挑战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的省级港口大整合步伐开始加快。 

从产业链来看，港口行业的发展与港口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受本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

影响较大。一方面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贸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有

所增加。 

公司地处北部湾经济区，是大西南在国内的出海主通道，市场腹地主要为广西、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大西南地区，

是我国计划打造的五大沿海港口群之西南沿海港口群的主力港口，承载着国家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

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等战略任务，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获得国家高度重视与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各地方政府将加大对港口物流发展

的政策扶持。公司目前还处于成长期，随着北部湾港“四个一流”建设的深入开展，公司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益为

中心，深化内部改革，运用“互联网+”思维，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不断优化战略布局，实现港口生产再创佳绩，朝着“千

万标箱”大港目标稳步迈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210,661,943.35 3,274,872,686.83 3,711,237,197.86 13.46% 2,994,541,519.96 2,994,541,51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45,769,417.50 541,337,681.39 595,079,122.98 8.52% 451,738,432.30 451,738,4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9,572,353.07 538,597,739.69 549,254,689.61 21.91% 450,895,074.16 450,895,07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31,445,959.34 1,304,886,284.72 1,418,239,848.17 29.14% 1,101,877,436.56 1,101,877,436.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37 0.43 6.98% 0.364 0.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37 0.43 6.98% 0.364 0.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1% 8.31% 8.22% -0.11% 7.37% 7.3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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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7,117,063,112.52 12,839,626,185.52 15,686,510,130.40 9.12% 12,264,215,398.91 12,264,215,39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206,440,141.44 6,745,254,272.75 7,253,921,531.65 26.92% 6,332,260,842.56 6,332,260,842.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93,188,659.66 1,022,185,471.51 1,097,524,686.19 1,197,763,12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858,220.33 183,870,458.79 169,551,406.59 143,489,3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696,112.87 183,999,793.68 158,848,744.24 179,027,70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664,699.22 384,376,753.63 578,474,265.98 673,930,240.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3,5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22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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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2% 775,137,409 775,137,409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30% 348,249,439 348,249,439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4% 75,903,614 75,903,614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75,903,614 75,903,614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 70,943,455 70,943,455   

广西交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25,301,204 25,301,204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

托－中融－财富 1号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1.37% 22,473,002 0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20,596,5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其他 1.01% 16,468,626 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5,846,5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两家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846,501 股。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 4 -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公司的外部环境、市场格局、风险因素等 

从经济上来看，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国内外有效需求逐步提升、港口行业产能得到较好释放，港口主业

货源竞争依然激烈，全国港口吞吐量逐渐提升。从政策上来看，未来国家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港口行业的

升级转型，为港口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广西北部湾港的港口功能布局调整，“一轴两翼”战略布局逐渐深入，创新发展模式，发挥集

装箱聚集效应，推进“散改集”（散货运输改集装箱运输），为“千万标箱”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内河码头，为公司

实施“江铁海”联运大力拓展广西腹地市场提供有力支持；以市场为导向，同步做好业务组织管理、商务政策配套、补贴政

策落地、口岸关系优化等工作，为我公司港口生产建设保驾护航。 

公司市场主要面向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大西南地区。公司现有业务面对的主要风险有：（1）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

对港口行业影响的风险；（2）港口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及经营风险；（3）市场竞争风险等。我国西南地区经济规模不大、产业

基础偏弱、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等因素导致腹地运输需求总量增长较为有限；同时，周边港口竞争逐渐加剧，北部湾港外有越

南海防港、湛江港、广州港、深圳港和香港港口等，内有较多私有业主码头，均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港口的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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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内经济“新常态”与未来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改革力度，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

重要的位置，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给予的优惠政策，深入挖掘腹地经济潜力，加强公司港口装卸运营业务的同时，

突出发展集装箱装卸业务，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积极化解各种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三港融合的统一平台的优势，继续推

行广西北部湾港区域的港口结构布局调整，整合港口资源，通过整合资本、市场、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稳步推进公司的

发展。 

（二）公司的关键业绩指标实现情况 

公司2018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828亿吨，同比增长13.15%；其中集装箱完成308万标箱，同比增长27.76%。 

1.传统货源持续保持较强增长势头。其中，铁矿石和煤炭年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铁矿石吞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08%，

煤炭吞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27%；公司继续保持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有色金属矿贸易市场和货源集散地，南北散粮班轮常

态化运行，打造西南地区粮食集散地，2018年散粮班轮开通21班，发运粮食126.1万吨； 

2.“散改集”工作取得重要突破。2018年玉米完成11.4万标箱，同比增长38.7%；金属矿石完成9.8万标箱，同比增长23%；

氧化铝完成7.25万标箱，同比增长22%。2018年新开发盛隆冶金进口原料散改集，共完成6万标箱。 

3.积极推动东南亚水果进口项目。2018年，通过加密东南亚“水果快线”航线服务，东南亚进口水果全年完成2036标箱，

较去年同期增长417%，增长势头强劲。 

（三）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 

1.营业收入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21,066.19万元，同比增加49,942.47万元，增幅13.46%，主要原因是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

加所带来的收入增加。 

2.营业成本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成本265,479.84万元，同比增加29,559.96万元，增幅12.53%。 

港口板块成本增长较大的项目有：①固定成本折旧、摊销等同比增幅6.46%，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防城港公司2017年对防

城港东湾406-407#泊位后方陆域、防城港第三港区18-22#泊位工程、钢结构仓库和部分堆场泊位路面硬化工程等资产进行转

固增加形成；②外付劳务费同比增加12.52%，主要是因吞吐量增加导致劳务工的计件工资增加以及2018年5月起养老保险的

缴费比例由原来的14%调整为19%导致社保费用同比增加；③外付机械作业费及堆场租费同比增加15.88%，主要是因吞吐量

增加以及货种结构变化所导致支付第三方物流作业费增加。 

3.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60.24万元，增幅1.76%，主要原因是：新建仓库等房产投入形成房产税增加以及公司部分自行开山

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享受减半征收土地使用税政策到期形成土地使用税增加，另外由于本期收入增加导致城建

税等附加税也随之增加。 

4.管理费用： 

管理费同比增加5,034.82万元，增幅18.01%，主要原因是：①因2017年11月份新并购的三家贵港码头公司导致今年1-10

月份管理费用新增1,440.05万元，②因效益工资增加以及社会保险费计缴基数上调等因素导致社保费用增加。 

5.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同比下降541.31万元，降幅2.16%，主要原因是：①本报告长期贷款规模减少形成利息支出同比减少；②存款

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2,297.91万元，增幅85.0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入增加形成应收账款同比增长,根据应收

账款账龄分析计提减值准备增加形成。 

7.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61.50万元，增幅13.3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增加。 

8.净利润情况 

公司报告期实现净利润71,107.14万元，同比增加6,759.71万元，增幅10.51%，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576.94

万元，增幅8.52%。主要是港口吞吐量增加及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变动营业成本的结果。 

9.总资产和净资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711,706.31万元，负债总额667,399.91万元，资产负债率38.99%。净资产1,044,306.40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20,644.01万元，比年初增加195,251.86万元，增幅26.92%；少数股东权益123,662.39万元，

比年初增加9,240.63万元，增幅8.08%。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 6 -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装卸堆存

收入 
3,684,765,557.56 不适用 39.74% 11.15% 不适用 0.3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在资产负债

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

他应付款”项目、“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

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2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

新增5户，减少2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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