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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之規定而

發佈。  

 

以下公告是由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以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附屬公司，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而發放。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該報告

乃按照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 

 

 

 

 
承董事會命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洪麗娟 
 

    

 

中國廈門，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開標先生、繆魯萍女士、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麗娟女士；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傅承景先生及柯東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峰先生、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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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0905                           證券簡稱：廈門港務                           公告編號：2011-12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年第一季度季度報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料不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漏，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連帶責任。 
1.2 公司第一季度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1.3 公司負責人柯東、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蔡立群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宋豔萍聲明：保

證季度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數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元 

 本報告期末 上年度期末 增減變動（％） 

總資產（元） 2,919,394,255.43 2,979,362,672.39 -2.01%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元） 1,647,600,724.21 1,622,562,568.80 1.54%

股本（股） 531,000,000.00 531,000,000.00 0.0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元/股） 3.10 3.06 1.31%

 本報告期 上年同期 增減變動（％） 

營業總收入（元） 446,311,377.80 347,780,305.29 28.33%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利潤（元） 24,658,350.81 14,940,938.12 65.0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元） -151,031,742.34 24,234,999.15 -723.20%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元/股） -0.28 0.05 -66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率（%） 1.51% 0.97% 0.54%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

率（%） 1.49% 0.97% 0.5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 適用 □ 不適用 

單位：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金額 附注（如適用）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09,332.12 

所得稅影響額 -74,239.71 

少數股東權益影響額 33,023.81 

合計 268,11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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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數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數（戶） 60,113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流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流通股的數量 種類 

華建交通經濟開發中心 5,548,700 人民幣普通股 

黨建軍 1,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寧屾 999,099 人民幣普通股 

蔣蘇靜 9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夏鑫 702,900 人民幣普通股 

賀黎 674,177 人民幣普通股 

陳志斌 644,500 人民幣普通股 

章惠賢 626,600 人民幣普通股 

林其祥 607,288 人民幣普通股 

潘嶽娟 6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度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 □ 不適用 

1、存貨報告期末較期初增加 118.15%，主要系貿易業務的存貨增加所致。 
2、應收票據報告期末較期初增加 81.68%，主要系本期以票據方式結算貨款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報告期末較期初減少 37.87%，主要系船務公司建造完成船舶結轉固定資產所致。 
4、短期借款報告期末較期初增加 35.13%，主要系本期貿易業務所需資金不足而增加貸款所致。 
5、應付職工薪酬報告期末較期初減少 49.53%，主要系公司年初發放年終獎金所致 
6、應交稅費報告期末較期初減少 104.61%，主要系應交增值稅期末數比期初數減少較多，應交增值稅進項較大所致。 
7、應付利息報告期末較期初增加 70.94%，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8、2011 年 1-3 月投資收益較去年同期增加 75.46%，主要系本期內聯營合營企業淨利潤較去年同期增長所致。 
9、2011 年 1-3 月營業利潤、利潤總額、淨利潤、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利潤較去年同期分別增長 52.89%、53.40%、55.68%、

65.04%，主要系宏觀經濟形勢好轉，公司碼頭裝卸、拖輪助靠泊、理貨等業務的經營業績出現不同程度的增長所致。 
10、2011 年 1-3 月所得稅較去年同期增加 47.47%，主要系利潤總額增加、及所得稅稅率增加所致。 
11、2011 年 1-3 月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釋每股收益均較去年同期增加 66.67%，主要系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利潤較去年同期

增加所致。 
12、2011 年 1-3 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較去年同期減少 723.20%，主要系本期貿易業務購入存貨較多所致。 
13、2011 年 1-3 月投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較去年同期減少 265.77%，主要系本期支付建造船舶款所致。 
14、2011 年 1-3 月籌資活動產生的現金流量淨額較去年同期增加 175.15%，主要系本期因貿易業務資金不足而新增貸款所致。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說明 

3.2.1 非標意見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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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東或其關聯方提供資金、違反規定程序對外提供擔保的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3.2.3 日常經營重大合同的簽署和履行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3.2.4 其他 

□ 適用 √ 不適用 

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諾事項履行情況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事和高級管理人員、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及其實際控制人等有關方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的

以下承諾事項  
√ 適用 □ 不適用 

承諾事項 承諾人 承諾內容 履行情況 

股改承諾 
本公司第一大股

東廈門國際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 

承諾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自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實

施後首個交易日起 60個
月內不上市交易 

嚴格按照承諾履行 

收購報告書或權益變動報告書中所作承

諾 
無 無 無 

重大資產重組時所作承諾 無 無 無 

發行時所作承諾 無 無 無 

其他承諾（含追加承諾） 無 無 無 

3.4 預測年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累計淨利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年同期相比發生大幅度變動的警示及原

因說明 

□適用 √ 不適用 

3.5 其他需說明的重大事項 

3.5.1 證券投資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3.5.2 報告期接待調研、溝通、採訪等活動情況表 

本報告期沒有接待投資者實地調研、電話溝通和書面問詢。 

3.6 衍生品投資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3 



 

3.6.1 報告期末衍生品投資的持倉情況 

□ 適用 √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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