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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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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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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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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胜 工作原因 张利荣 

独立董事 李孟刚 工作原因 昝志宏 

独立董事 陈磊 工作原因 杨万东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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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984,724,744 元。按照公司 2020 年末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73 元。根据《大秦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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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472,474.40 元； 

二、以 2020 年末公司总股本 14,866,791,491 股为基数，每股派现金股利 0.48 元（含税）。共

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7,136,059,915.68 元，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由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年 6月 18 日进入转股期，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披露之日起至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存在增加的可能。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

分红的金额不变，最终将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数量为基数，相应调整派发现金股利总

额。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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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利荣 丁一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202号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202号 

电话 0351-2620620 0351-26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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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同时向国内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提供服务。 

货运业务是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2020 年货运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81.86%。公

司运输的货品以动力煤为主，主要承担晋、蒙、陕等省区的煤炭外运任务。运输的其他货品还包

括焦炭、钢铁等大宗货物，以及集装箱、零散批量货物。 

客运业务是公司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公司担当开行多列以太原、大同等地为始发终到的旅

客列车，通达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2020 年客运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6.78%。 

公司同时向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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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修理等，并为大西高铁、晋豫鲁铁路等提供委托运输管理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图 1 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图                     图 2 公司货物发送量结构图 

     （数据来源：公司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公司统计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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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制定的运价政策。2015

年以来，国家给予铁路运输企业一定的自主定价权，建立了更加灵活的运价上下浮动机制，增加



了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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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和主要

方式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铁路行业具有国民经济基础的国家属

性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社会属性，其周期性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基本一致。 

 “十三五”时期，铁路行业深入推进铁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交通强国、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先行作用。“十三五”期间，路网建设快

速发展，“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至 2020 年末，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 14.63 万公里，其中高铁铁路 3.79 万公里，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覆盖广泛、层

次分明、安全高效的铁路网络。运输质量显著提高，运输能力大幅提升，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能

源、资源等重点物资运输得到有力保障。2020 年，国家铁路货运量 35.8 亿吨，占全社会货运量的

比重由 2016 年的 7.7%提高到 9.9%。装备水平全面提升，形成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建设

和装备制造技术体系。铁路总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高寒、重载铁路技术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互联互通取得新突破。铁路技术装备出口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欧班列快速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和突出亮点。 

从行业发展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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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释放，加之工业化、城镇化、

市场化的纵深推进，将催生更多的旅客出行需求和货物跨区域运输、调配，全社会对铁路运输供

给仍有较大需求。同时，铁路具有大运量、低成本、占地少、绿色环保等特点，发展铁路运输符

合我国国情和产业导向，未来铁路行业仍将是国家调整运输结构、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打赢蓝天

保卫战的先导产业。此外，国家不断强化铁路在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铁路在扩大路网覆盖、优化运力配置、提升运行效率方面

仍有空间。根据 2020 年发布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到 2035 年，将建成全国铁

路网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7 万公里左右。率先建成服务安全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

领先的现代化铁路强国。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铁路行业处于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2020 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实现稳步增长，货物发送量完成 45.52 亿吨，同比增长 3.2%。其中，

完成煤炭发送量 23.6 亿吨。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货物发送量 6.62 亿吨，占全国铁路货物发送总量



的 14.54%。完成煤炭发送量 5.43 亿吨，占全国铁路煤炭发送总量的 23.0%。货物发送量、煤炭发

送量继续在全国铁路货运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区域煤炭运输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图 3 公司在全国铁路货运市场占有率             图 4 公司在全国铁路煤运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源：国家铁路局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82,202,658,667 148,043,785,040 23.07 145,949,522,445 

营业收入 72,321,861,009 79,916,947,840 -9.50 78,344,648,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95,704,612 13,669,294,112 -20.29 14,544,15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58,563,201 13,739,687,369 -20.97 14,665,321,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928,812,178 113,881,035,078 6.19 106,495,186,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28,580,600 15,022,536,018 -16.60 17,887,754,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92 -20.65 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92 -21.74 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5 12.55 减少3.10

个百分点 

14.0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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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1,940,619 17,283,616,581 19,223,144,873 19,643,158,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0,246,258 3,005,554,520 3,324,625,031 1,995,278,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571,596,368 2,928,008,701 3,336,005,480 2,022,952,652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17,674 2,902,874,190 7,183,870,156 2,467,153,92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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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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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74,872,764 9,246,966,300 62.20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1,630,307 530,366,485 3.57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363,431,974 2.4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204,154,500 1.37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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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19,024,765 0.8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0,461,862 101,607,902 0.68 0 无   其他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0 97,515,577 0.6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0 79,719,060 0.54 0 无   国有法人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9,284,018 0.47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除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投资有

限公司同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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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煤炭是公司最主要的运输货品。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内煤炭经济运行形势较



为复杂，叠加气候因素、水电出力、进口煤政策变化、部分煤炭主产区产量波动等因素扰动，煤

炭阶段性供需失衡情况不时显现，现货煤炭价格波动较大。 

煤炭供给方面，2020 年全国煤炭产量 39.0 亿吨，同比增长 1.4%。煤炭进口量 3.04 亿吨，同

比增长 1.5%。需求方面，2020 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3%，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好于预期。特

别是第一季度之后，国民经济迅速探底并稳步恢复，对国内煤炭需求形成较好支撑。报告期内，

全社会发电量增长 3.7%，其中火电增长 2.1%。传统耗煤行业产需偏暖，共同拉升煤炭需求。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 年电力、钢铁、建材、化工行业耗煤分别增长 0.8%、3.3%、0.2%

和 1.3%，国内煤炭消费量同比增长 0.6%。 

煤炭运输方面，2020 年我国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资源禀赋好、开采条件好的的“晋陕蒙地区”

集中。全年晋陕蒙三省区原煤产量 27.9 亿吨，占全国的 71.5%，同比提升 1 个百分点。此外，2020

年是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公转铁”、货运增量行动等政策连续实施，强化了

我国煤炭核心产区跨区域、长距离的保供能力，“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等大运输网络不断完善，

铁路主导的煤炭等大宗货物供应链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强化。 

 

   图 5 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速                          图 6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秦皇岛煤炭网）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应对市场变化、疫情冲击及安全压力，创新实施运量运力互保新模式，

打通专用线“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契约化运输、网格化营销、项目制管理，加强路地合作，精

准掌握客户和货源信息，稳定大宗货物合同运量，持续提高运输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大力拓展

非煤运输业务，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挖掘拓展增量项目，集装箱、冷链运输有序发展，疏港



矿石、钢铁等货物发送量正向增长，对整体货运业务形成有益补充。优化运输组织，实施机车车

辆错峰检修、机车交流拉通延伸等模式。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年货物运输计划兑现率

保持在较高水平，阶段性日装车、日运量等指标屡创新高，实现了货运量的基本稳定。 

2020 年，公司货物发送量完成 66,202 万吨，同比下降 3.2%；换算周转量 3,726 亿吨公里，

日均装车 27,815 车，日均卸车 21,562 车，货车周转时间 2.61 天，静载重 71.6 吨。侯月线货物运

输量完成 9,673 万吨，同比下降 6%。 

报告期内，核心经营资产大秦线运量“前低后高”，环比呈现良好增长态势。具体来看，2020

年开年至 4 月份，在疫情影响下，煤炭市场供需双弱，加之油价下行、高速公路政策性免费等因

素影响，大秦线等运煤通道发运低迷，不及预期；进入 5 月份之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

业复工复产加快，大秦线运量迅速回升。6 月份大秦线货运量同比增幅达 8.7%，6 月 18 日创造了

单日运量 138.42 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入冬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骤降，电煤需求快速增长，煤炭

保供任务艰巨，大秦线运量高位平稳运行。2020 年，经过抢抓时机、全力增运补欠，大秦线全年

完成运输量 4.05 亿吨，同比下降 6%。日均开行重车 78.0 列。其中，2 万吨 52.1 列，1.5 万吨 6.3

列，单元万吨 5.4 列，组合万吨 12.1 列。 

客运方面，公司落实最严格的站车、候乘车环节疫情防控措施，有效避免了疫情通过铁路扩

散传播。按需组织开行“点对点”务工专列、学生专列，有效助力复工复产；同时，着力改善服

务品质，主要车站实现刷脸进站、电子客票“一证通行”，推出“空铁联程联运”等新服务，站车

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优化运输供给，实施“一日一图”，合理安排列车开行，精准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报告期内，客运业务环比有序恢复，疫情造成的客运量深度回落态势得到遏制，总体降幅

收窄，但疫情仍对客运业务造成较大影响，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 3,037 万人。 

面对严峻的外部经营形势，公司坚持提质增效、节支降耗，强化集约管理、精细管理，推动企业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尽最大努力为股东争取好的经营结果。一是实施劳动组织改革，提高劳动生



产率，降低人工成本；二是推进修程修制改革，大力提升设备装备自主修能力，在确保安全和质

量的前提下，降低检修费用，提高运用效率；三是加强经营管理，全面实施节支降耗，加强全过

程投入产出分析，大力压缩非刚性和非生产性支出；四是加强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持续完善挖潜提效措施，推动实现降本增效，提高经营质量效益。 

经过积极努力，全年公司营业收入完成 72,321,861,009 元，同比减少 9.5 %。营业成本支出

58,226,175,296 元，同比减少 5.64%；实现净利润 12,297,106,356 元，同比减少 18.9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于 2020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于近年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新收入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 [2019] 21 号) (“解释第 13 号”)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 号） 

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规定的主要影响详见大秦铁路 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

务报告”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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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 12个月期间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见附注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