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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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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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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俞蒙 工作原因 黄松青 

1.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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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铁路 6010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松青 张利荣 

电话 0351-2620620 0351-2620620 

传真 0351-2620604 0351-2620604 

电子信箱 dqtl@daqintielu.com dqtl@daqintielu.com 

 



1.6 经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 13,449,562,929 元。按照公

司 2015 年末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90 元。根据《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规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一、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 10%，即 1,344,956,292.90 元；二、以 2015 年末公司总股本

14,866,791,491股为基数，每股派现金股利 0.4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6,690,056,170.95元，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

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其中，铁路货物运输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

2015 年货运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81.31%。运输的货品以煤炭为主，主要用于

火力发电，运送的其他货品还包括焦炭、钢铁、矿石等大宗物资以及零散货物、集装

箱等。铁路旅客运输方面，公司担当开行多列太原、大同等地至全国大部分省市、自

治区的普通旅客列车及高铁列车，2015年客运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83%。 

公司在自营铁路客货运输的同时，也向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提供服务，主要包括机

车牵引、货车使用、线路使用、货车修理、委托运输管理等，并收取相关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经营模式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依据与旅客、托运人之间签订的铁路运输合同（旅客车票、货物运单等），

依托铁路网络为旅客、托运人提供铁路运输服务并获得运输收入。公司执行国家、行

业制定的统一运价政策。经国家发改委批准，2015年 8月 1日起，铁路运输企业可在

一定浮动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货运价格水平，其中上浮不超过 10%，

下浮不限。 

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主要包括业务量的波动、铁路运价调整及经营成本的控制

等。 

（三）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的铁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其周期性



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基本一致。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区域经济发展、资源分

布和工业布局不均衡，长距离、大运量的大宗货物运输以及大规模的中长途旅客运输

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主要依靠铁路。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加快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引深，全社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对铁路运输

需求的空间较大。 

我国铁路近年来通过推进行业改革、加大建设投入等措施，路网规模、质量和运

输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据国家铁路局发布的《2015年铁道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238亿元，投产新线 9,531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306公里。

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25.35亿人，同比增长 10%。截至 2015年末，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 12.1 万公里，复线率 52.9%，电化率 60.8%，基本形成了以“四纵四横”为主骨

架的高速铁路网。铁路总体技术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技术成果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2015 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得全社会大宗货物运输需求

继续下滑，对铁路传统货运业务影响较大。数据显示，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 33.6

亿吨，同比下降 11.9%。其中，全国铁路煤炭发送量 20亿吨，同比下降 12.6%。报告

期内，公司货物发送量占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的 16.2%，公司煤炭发送量占全国铁路

煤炭发送量的 23.9%，分别较上年提升 1.4 个百分点和 2.4 个百分点，继续在全国铁

路货运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4,548,785,063 115,201,280,200 106,334,344,258 -0.57 110,410,905,835 103,955,316,445 

营业收入 52,531,366,878 53,970,730,405 53,970,730,405 -2.67 51,342,739,663 51,342,739,66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647,733,566 14,184,736,024 14,184,736,024 -10.84 12,691,540,154 12,691,540,15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708,055,046 14,250,986,186 14,250,986,186 -10.83 12,776,665,555 12,776,665,55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112,236,992 86,806,614,833 83,798,614,833 2.66 79,793,353,068 77,073,353,06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17,651,285 17,313,230,619 17,313,230,619 -18.46 14,759,830,013 14,759,830,013 

期末总股本 14,866,791,491 14,866,791,491 14,866,791,491 0.00 14,866,791,491 14,866,791,491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5 0.95 0.95 -10.53 0.85 0.8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85 0.95 0.95 -10.53 0.85 0.8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4.35 17.20 17.82 

减少

2.85

个百

分点 

16.77 17.34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879,124,264 13,689,483,819 12,836,883,280 12,125,875,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5,881,645 3,625,400,084 3,848,098,434 1,458,353,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27,120,753 3,640,389,601 3,853,204,025 1,487,340,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3,458,836 5,376,547,125 4,769,309,711 1,308,335,613 

注 1：2015 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1、由于

运量下降，当季营业收入减少；2、10 月进行的工务、电务、供电等集中修当季结算；

3、人员费用增加主要是当季发放全员年度安全奖励等；4、当季结算委外机车检修费

用等。 

注 2：2015 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1、第四季度取得运

费收入现金减少；2、第四季度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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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3,6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0,21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太原铁路局 0 9,172,093,536 61.70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0,172,817 420,172,817 2.83 0 未知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5,574,446 267,968,024 1.80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04,154,500 204,154,500 1.3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0 158,702,841 1.0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2,848,838 149,526,930 1.01 0 未知  其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6,490,953 126,230,950 0.85 0 未知  其他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1,792,441 97,515,577 0.66 0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91,766,810 91,766,810 0.62 0 未知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328,516 84,225,820 0.57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除太原铁路局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完成 52,531,366,878 元，同比下降 2.67%，主要原因是：

受公司主要货源区域发运需求减少，及周边新线开通分流等因素影响，公司货物运输

量、换算周转量等同比下滑，抵消了 2015 年 2 月 1 日全路上调货物运价对收入的贡

献，造成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支出 36,978,471,968 元，同比上升 0.42%；净利润

12,654,893,006元，同比下降 10.81%。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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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

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六，本年度新纳入

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山西太兴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五。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

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