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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青岛港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青岛港”或“青港国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

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839 号文)，本公
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54,376,000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1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2,094,673,36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
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15,743,592 元后，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978,929,768 元(“A 股募集资金”)，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9)第
002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本年度使用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759,190,453
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59,190,453 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219,739,315 元，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人民币 105,513,001 元，二者的差
异为人民币 1,114,226,314 元， 其中 1,125,940,000 元为已购买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
款，人民币 11,713,686 元为收到的银行利息扣除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 A 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A股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 372005532018000028917 活期 3,329.1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8110601012700890516 活期 7,112.17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支行 802790200104079 活期 106.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227337982725 活期 3.77

合计 10,551.30

2019 年 1 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港口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议约
定严格履行相关职责。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 A 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投项目于本年度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对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特审字(2020)第 1409 号）认为，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
备忘录 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青港国际公司 2019 年度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审阅相关资料、沟通访谈、现场核查等多
种方式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
后认为： 青岛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在 2019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专
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 并与本保荐机构和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青岛港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
中天特审字(2020)第 1409 号）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附表 1： 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892.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919.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919.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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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人民
币 453,017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元，所有投资均为公司
自筹解决。 因所需资金规模较大，为进一步促进本项目顺利推进，本
公司拟不再将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作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未来计划通过自筹资金或引入合资方共同投资建设本项
目， 并于 2020年 3月 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变更及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详情参见《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根据《青岛市黄岛区人民
政府关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青黄政字
[2019]98号)，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所在区域规划发生
调整，土地用途由原仓储物流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变更后该区域
土地可以用于建设综合物流堆场、仓库、加工制造业基地等多种用
途。 考虑到当地政府上述区域规划的变化，同时基于董家口港区及
临港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预期存在较高的建材需求，为充分利用董
家口港区较为稀缺的工业用地资源，抓住市场机遇，提高公司盈利，
经本公司充分研究论证， 拟使用该区域工业用地建设建材基地，并
终止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未来再根据实际生产经营
需要，择机在董家口港区另行选择符合规划的仓储物流用地，以自
筹资金建设综合物流堆场。 因此，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
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 2020年 3月 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详情参见《关于变
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19年 1月 29日，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使用人民币 32,032.3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保
荐机构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9年 1月 15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9)第 0279 号》，本公司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 1月 29日，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理财产品。 保荐机构出
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
于上述 4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累计购买 185,088.00万元 (单日
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 150,000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尚未
到期结构性存款 112,594.00万元，本年度收取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976.21万元。 本公司所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
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期限未超过 1 年；
产品到期后按时归集至募集资金专户，且未进行质押。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 募集
资金 121,973.93万元尚未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
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
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
算方法一致。

注释 1：根据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公告，调减募投项目拟使用的
募集资金金额，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金额调减为 0。

注释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A 股募集资金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未评价项
目效益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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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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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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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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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拟将 2019 年度

可用于分配利润 324,943.06 万元的 40%， 按照持股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即以公司总股本 6,491,100,000 股计算，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3 元（含税）。 实施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共需支付股利 130,016.73 万元，占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 34.30%。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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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港 601298.SH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青岛港 06198.HK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福香 孙洪梅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港寰路 58号 青岛市市北区港寰路 58号

电话 0532-82982011 0532-82982133

电子信箱 chenfuxiang@qdport.com shm@qdpor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青岛港口始建于 1892 年，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之一，西太平洋重要的国际

贸易枢纽，位于我国沿海的环渤海湾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和日韩港口群的中
心地带，为常年不淤不冻的深水良港。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2014 年 6 月 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H 股上市，
2019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A 股上市。

公司是青岛港口的主要经营者，运营管理着青岛前湾港区、黄岛油港区、董家口
港区和大港港区四大港区。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集装箱、金属矿石、煤炭、原油等各类货物的装卸和配套服务、物

流及港口增值服务、港口配套服务、金融服务等。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
1.装卸及相关业务
公司装卸及相关业务主要提供集装箱、油品、金属矿石、煤炭、粮食、钢材、机械

设备等货物的码头装卸、堆存和相关服务。
2.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
公司物流及港口增值服务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货运代理、 船舶代理、 场站、仓

储、运输、拖轮、理货等服务。
3.港口配套服务
公司港口配套服务业务主要提供港口设施建设、港机制造、港区供电、供油等服

务。
4.金融服务
公司金融服务业务主要通过青港财务公司为成员单位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

务等服务。
（二）行业情况说明/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港口行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行业，港口行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

经济、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国内贸易发展密切相关。
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中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施“六稳”政策，经济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较同期增长 6.1%。 对外贸易逆势增长，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3.4%（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9 年，全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较同期增长 4.3%，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较同期
增长 3.9%，中国港口行业持续保持总体向好的发展势头（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

2019 年，青岛港口货物吞吐量继续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五位，集装箱吞吐量继
续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五位，外贸吞吐量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二位、我国北方港口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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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2,785,301,395 48,765,782,933 8.24 48,053,652,412
营业收入 12,164,080,973 11,741,480,164 3.60 10,146,225,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790,143,318 3,593,485,631 5.47 3,042,959,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666,793,625 3,444,710,091 6.45 2,846,048,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0,357,380,875 26,979,659,259 12.52 23,554,662,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65,989,770 2,291,004,214 29.46 1,924,288,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0 -1.67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0 -1.67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94 14.23 减少 1.29个百分点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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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039,296 2,860,742,684 2,943,373,794 3,220,92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78,338,636 1,029,682,583 937,066,077 845,056,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26,324,260 1,011,286,103 915,128,282 814,054,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5,721,837 201,334,787 625,866,877 1,373,06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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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4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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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0 3,522,179,000 54.26 3,522,179,00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9,756,010 1,108,562,870 17.08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
公司 0 1,015,520,000 15.64 1,015,52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
司 0 112,000,000 1.73 112,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
司 0 96,000,000 1.48 96,000,000 无 国有法人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0 96,000,000 1.48 96,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0 48,000,000 0.74 48,000,000 无 国有法人
光大控股（青岛）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0 48,000,000 0.74 4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中证国企
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94,100 7,494,100 0.1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企一带
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6,665,151 6,665,151 0.1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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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青岛港国际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青
港 01 136298 2016-3-18 2021-3-18 14.091 3.68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青岛港国际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6 青
港 02 136472 2016-6-8 2021-6-8 7.078 3.68 同上 同上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6 年分两期共发行 35 亿元公司债，其中：“16 青港 01”（第一期）为 5

年期共计 15 亿元，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6 青港 02”（第二期）为 5 年期共计 20 亿元，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公司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已按时足额支付上述
两期公司债利息及投资者回售部分的兑付款，并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已支付“16 青
港 01” 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 将于 2020 年 6 月 8
日支付“16 青港 02”自 2019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7 日期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公司及公司发行全部公司债的资信评级机构，

2016 年 3 月 11 日，审定本公司主体及“16 青港 01”信用等级为“AAA”；2016 年 5
月 3 日，审定本公司主体及“16 青港 02”信用等级为“AAA”；2017 年 5 月 18 日，对
本公司 2016 年两期公司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本公司主体及两期公司债信用等级

“AAA”；2018 年 6 月 25 日，对本公司 2016 年两期公司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本公
司主体及两期公司债信用等级“AAA”；2019 年 4 月 28 日，对本公司 2016 年两期公
司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本公司主体及两期公司债信用等级“AAA“。全部评级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6.35 39.67 -8.37

EBITDA全部债务比 3.10 3.39 -8.55

利息保障倍数 23.94 23.76 0.7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64 亿元，同比增长 3.60%；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0 亿元，同比增长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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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8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并于 2019 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本集团已按照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9 年度的财务
报表。 修订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对本集团及本公司无显著影
响，其他修订对本集团及本公司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i)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月 1日

本集团将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自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重
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应收款项融资 670,396,485 500,421,414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670,396,485) (500,421,414)

本集团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 应收账款 2,068,535,326 1,873,364,887
目分拆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项 应收票据 65,198,592 91,389,566

目。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2,133,733,918) (1,964,754,453)

本集团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 应付账款 1,581,607,319 1,517,605,961
目分拆为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项 应付票据 957,024,876 882,183,561

目。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2,538,632,195) (2,399,789,522)

(ii) 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月 1日

本公司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自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应收款
项融资项目。

应收款项融资 357,958,050 182,824,549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357,958,050) (182,824,549)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分拆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项目。

应收账款 726,398,006 956,905,662
应收票据 - 24,610,000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726,398,006) (981,515,662)

本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分拆为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项目。

应付账款 578,764,979 561,731,007
应付票据 207,039,615 225,818,064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785,804,594) (787,549,071)

2、租赁
本集团及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相关规定，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
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年年初留存收
益以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合同，本集团及本公司按照剩余租赁期区分不同的衔接方
法：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9年 1月 1日
本集团 本公司

剩余租赁期长于 1 年的，本集团及
本公司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的剩
余租赁付款额和增量借款利率确
认租赁负债，并根据与租赁负债相
等的金额确认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 111,072,577 -
租赁负债 81,092,129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9,980,448 -

剩余租赁期短于 1年的，本集团及本公司采用简化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财务报表无显
著影响。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已存在的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合同， 本集团及本公司采用简化方法，
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9年 1月 1日
本集团 本公司

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本集团及本公
司将原计入固定资产的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重分类至使用权资产项
目，并将原计入长期应付款的应付
融资租赁款重分类至租赁负债。

使用权资产 548,731,094 99,283,159
固定资产 (492,137,464) (99,283,159)
在建工程 (56,593,630) -
长期应付款 (488,716,378) (94,202,439)
租赁负债 488,716,378 94,202,43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长期应付款 (68,548,706) (25,843,9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租赁负债 68,548,706 25,843,958

于 2019年 1月 1日，本集团及本公司在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采用同一折现率，
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4.75%。

于 2019年 1月 1日，本集团及本公司将原租赁准则下披露的尚未支付的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调整为
新租赁准则下确认的租赁负债的调节表如下：

本集团 本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31日披露未来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 122,029,345 -
按增量借款利率折现计算的上述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

的现值 111,072,577 -

加：2018年 12月 31日应付融资租赁款 557,265,084 120,046,397
于 2019年 1月 1日确认的租赁负债(含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668,337,661 120,04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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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注销全资子公司青岛宏宇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实现

清算收益 522,168 元。
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本公司之子公司青港物流出资成立非全资子公司中林青

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双方股东共计出
资 2,000 万元，其中青港物流已出资 1,300 万元。

于 2019 年 9 月12 日，本公司之子公司青岛保税港区通达油气有限公司出资成
立非全资子公司青岛前湾南港油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双方股东共计出资 2,500 万元，其中通达油气已出资 1,375 万元。

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本公司成立非全资子公司青岛振华石油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9,2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双方股东已完成出资，其中本公司
已出资 14,892 万元。

本集团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注销全资子公司青岛港客运站免税品销售有限公
司，实现清算损失 669,983 元。

公司代码：601298 公司简称：青岛港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负责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等工作，普华永道中天的基本信息具体如下：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 1993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经批准

于 2000 年 6 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财政部财会函[2012]52 号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普华永道中天的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
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具有丰
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其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能依法承担因
执业过失而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的 2020 年度审计机构，2020 年度审计项目预
计将主要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所（以下简称“青岛

分所”）人员执行。青岛分所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册地址为青岛市市南
区延安三路 234 号海航万邦中心 1 号楼 37 层，邮编为 266071，有执行证券服务业
务的经验。

2.人员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数为 220 人，

从业人员总数为 9,804 人。
普华永道中天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147 人，2019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为 1,261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1000 人。
3．业务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8 年度）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1.72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1.10 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 2018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77 家，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为人民币 5.73 亿元，资产均值为人民币 11,453.28 亿元，
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 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 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

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能依法承
担因执业过失而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最近 3 年亦无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成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贾娜，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1998 年起从

事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 具有 20 多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
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质量控制复核人：赵建荣，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1995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
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具有 20 多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
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胡显霞，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7 年起从事审计业
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
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具有 10 多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
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2.项目成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本公司的 2020 年度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贾娜女士、 质量复核合伙人赵建荣女士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胡显霞女士
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 3 年亦未
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2019 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611 万元（包含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人民币 126

万元）。本期审计费用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副董
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 2020 年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厘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普华永道中天的执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经审

议，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以及良好的独立性和诚
信状况，同意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一致认可，认为：公司拟续聘的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
正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勤勉尽责；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等业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青岛
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聘任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正地发表独立审
计意见，勤勉尽责；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等业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1298 股票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