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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19051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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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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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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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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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71-2519601 0771-25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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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6,476,491.07 1,915,374,131.17 1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661,575.22 332,728,679.12 4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8,621,104.31 331,695,906.55 4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3,149,726.12 579,041,452.85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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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0 0.240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0 0.240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4.59% 0.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770,645,566.51 17,117,063,112.52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48,380,098.01 9,206,440,141.44 1.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8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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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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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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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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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 70,943,455 70,943,45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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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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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20,597,8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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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中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6% 9,22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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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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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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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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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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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外部环境 

2019年8月15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要求完善广西北部湾港功能，提升北部湾港在全国沿

海港口布局中的地位，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港。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及中国-东盟合作升级的机遇下，
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发展将进一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及带来的产业转移，北部湾将成为对接湾区建设的重要纽带，推

动广西向东开放和合作。北部湾作为广西推进"双核驱动、三区统筹"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国家发展总体格局中实现中部地区

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海陆联通的战略支点。 

2.市场格局 

北部湾港腹地范围主要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省区，覆盖我国西南、中南等地区，并辐射
东盟各国。目前腹地货物出口主要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公路或铁路到达北部湾港、湛江港出口；二是西南腹地货物通

过长江航道由下游港口出口，广西货物通过西江内河或者公路到达广州港、深圳港出口；三是通过陆路到达越南等中南半岛
国家出口。 

3.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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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9,918.00万吨，同比增长了13.38%。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69.2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8.62%。 

1.突出重点，主动作为，按进度完成散货吞吐量任务。 

（1）重点做好铁矿、煤炭等货源的市场维护工作，保证大宗货源的增长。 

（2）及时出台针对性商务政策，积极营销，部分竞争性货源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 

2.实施以“散改集”（散货运输改集装箱运输）为重点的项目化管控措施，集装箱业务仍保持较快增长。 

3.进一步优化东南亚航线、中转业务航线和开拓新的内外贸班轮航线，增加运力，提升航线服务保障能力。 

4.多措并举完善布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从“通”向“畅”迈进。目前共开行班列线路8条，2019年上半年班列到发1017

列，同比增长203%。 

5.加快各信息化建设进程。目前BBWPORTNET系统已经上线“船舶”、“海事服务”两个模块，该模块在北部湾港推广

率达100%。实现北部湾港与新加坡港航班信息实时查询，实现北部湾港受理业务统一网上办理，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便利

化水平，未来BBWPORTNET系统还将实现与世界其他港口的连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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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47.65万元，同比增加30,110.24万元，增幅1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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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65.56万元，同比增加16,095.54万元，增幅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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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子公司北部湾集装箱公司以及2018年实施完成的资产重组置
入的三家标的公司购置港口设备、堆场仓库转固等新增资产增加的折旧；②
外付劳务费同比增加1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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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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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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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5.39万元，增幅0.28%，主要原因是：码头仓库等房产的完工增加房产税以及公司的子公司防城港
胜港码头有限公司新取得部分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应税土地面积增加形成土地使用税增加。 

4.管理费用 

管理费同比增加2,020.25万元，增幅14.92%，主要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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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18万元，减幅24.90%，主要原因是：①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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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999.87万元，增幅145.5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入增加形成应收账款同比增长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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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增加22.29万元，增幅20.2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的子公司北部湾集装箱公司本报告期收到保险公司理赔
款形成。 

8.净利润情况 

公司报告期实现净利润51,282.76万元，同比增加14,768.87万元，增幅40.45%，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7,36

6.16万元，增幅42.36%。主要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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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064.56万元，负债总额616,210.63万元，资产负债率36.74%。净资产1,060,853.93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34,838.01万元，比年初增加14,194.00万元，增幅1.54%；少数股东权益126,015.92万元，
比年初增加2,353.53万元，增幅1.90%。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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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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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西北部湾港拖轮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广西北部湾港拖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持股100%，存在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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