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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0076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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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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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庆区体强路 12

号北部湾航运中心 9 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 12

号北部湾航运中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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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635,259.80 2,216,476,491.07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3,503,710.31 473,661,575.22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2,192,523.12 468,621,104.31 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0,967,991.84 713,149,726.12 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0 0.290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 0.290 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5.04%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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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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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7,970,975.25 18,149,290,725.33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26,699,562.57 9,474,863,083.9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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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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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06% 1,030,868,617 360,033,539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5% 174,080,311 0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58,403,608 0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8% 55,22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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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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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17,59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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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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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3% 8,714,2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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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0 年 06 月 0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6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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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外部环境、市场格局、风险因素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运行先
降后升、稳步复苏。从供给端看，工业生产有所反弹；从需求端看，受疫情及国际关系等影响，出口压力增加。受疫情及
贸易顺差收窄的影响，港口行业景气度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从政策上来看，国家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政策，积极推动港
口行业的升级转型，为港口行业的发展继续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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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密航线，推进“散改集”，为“千万标箱”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以市场为导向，推动降本增效优服
，不断增强港口综合服务能力；推进智慧港口建设，不断提升港口生产信息化水平，扎实做好“四个一流”整体工作，为我
公司港口生产建设运营保驾护航。 

（二）公司的关键业绩指标实现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货物吞吐量完成12652.51万吨，同比增长15.56%；其中集装箱完成228.0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8.54
%。 

1.集装箱方面：2020年上半年，北部湾港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213.2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3.73%，公司集装箱
业务结构以内贸为主，通过推动“北煤南运”“北粮南调”和区内基础货源出口，上半年内贸完成184.6万标箱，占比86.6%。
公司围绕全年集装箱吞吐量500万标准箱目标，通过加大市场组货力度，主动服务重点企业和项目散改集，协调重点船公司
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班轮运力配置，推动集装箱中转业务和稳固增开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促进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
快速发展等措施形成集装箱增量。 

2.散杂货方面：上半年，北部湾港沿海港口散杂货吞吐量同比增长16.24%。公司通过制定“一企一策”营销方案，在铁
矿、煤炭等传统货源上增量明显，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上半年，北部湾港金属矿吞吐量超30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5
%。防城港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铁矿集散地，有效延伸港口铁矿石货物服务链条，初步形成贸易市场集聚效应。柳钢、
盛隆、昆钢等重点用矿企业进口份额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市场份额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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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63.53万元，同比增加20,715.88万元，增幅9.35%，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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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79.48万元，同比增加8,613.92万元，增幅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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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主要原因是公司各子公司购置港口设备、堆场仓库转固及新增资产导致折旧、摊
销的同比增加；②外付机械作业费同比增加11.40%，主要是因吞吐量增加导致外请机械作业费形成同比增加。 

3.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74.93万元，增幅3.83%，主要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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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9.18万元，增幅24.4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因吞吐量增加导致效益工资增加；劳务派遣工转录
导致的住房公积金增加；按进度确认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无形资产摊销增加形成的同比增加。 

5.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970.52万元，增幅20.7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因带息负债规模同比增加形成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加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减少形成。 

6.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同比增加781.64万元，增幅129.3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文件精神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增加其他收益，以及收到政府补助增加形成。 

7.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9.1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对广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权益法核算取
得的投资收益减少形成。 

8.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142.83万元，增幅582.8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向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
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公司港口所在地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成。 

9.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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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现净利润57,336.60万元，同比增加6,053.84万元，增幅11.80%，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350
.37万元，增幅10.52%。主要是公司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使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公司不断优化作业流程带来的成本降低
，上述原因使得公司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 

10.总资产和净资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868,797.10万元，负债总额766,887.81万元，资产负债率41.04%，净资产1,101,909.29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72,669.96万元，比年初增加25,183.65万元，增幅2.66%；少数股东权益129,239.34万元，
比年初增加5,091.56万元，增幅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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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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