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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当前价：              4.31 元 
月换手率：           12.31% 
月股价区间：      (4.12，4.43) 
总股本(万股)：         49265 
已上市流通股本（万股）： 2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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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T 天海主要从事近洋集装箱运输，经营及管理以天津、上海为

基本港，至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近洋直航集装

箱班轮运输航线，并可通过二程船公司的中转，完成通往世界各

地的集装箱运输服务；同时经营以天津为基本港，至广州的国内

沿海南北集装箱运输航线。 

 公司大股东为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天海集团为国有独资企

业，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运输及代理业务和船舶租赁业务。运输及

代理业务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利润主要来源于毛利率水平

较高的船舶租赁业务。 

 公司目前主要采取减少运输业务运力，增加船舶租赁运力的方式

减少亏损。2005年公司将原先用于运输经营的船舶转为对外出租，

运量缩减至 20 条船的运力。2006 年继续缩减运量，仅自有的 9
条船维持基本的航线运营。 

 与关联企业的往来账款差异目前仍没有新的进展，由于该往来账

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不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此次股改中给予解决，将可增厚公司业

绩。大股东占款已在 05 年底全部还清。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见起色，年内实现盈利的难度较大。重组或

许有助于公司摆脱目前的困境，但由于重组工作主要在集团的层

面展开，我们尚无法判断重组对公司未来业务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因此我们无法给出评级。 

 我们认为，重组过程中与关联企业的往来款差异有望得到解决。

该部分往来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若问题解决有利于增厚公司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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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概况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S*ST 天海）是 1980 年成立的国营企业，

于 1992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1996 年 4 月和 6 月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分别发行 B 股和 A 股。 

公司大股东为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天海集团为国有独资企业，实

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表 1：股本结构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数量

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18409 37.37% 全部冻结 

上海万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308 0.63% -- 

其他境内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2179 4.42% -- 

法人股合计 法人股 20896 42.42% -- 

人民币普通股 流通 A 股 10369 21.05% -- 

增内上市外资股 流通 B 股 18000 36.54% -- 

流通股合计  28369 57.59% -- 

总股本  49265 100%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S*ST 天海主要从事近洋集装箱班轮运输，拥有较完善的国际近洋集装

箱运输网络，经营及管理以天津、上海为基本港，至日本、韩国、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近洋直航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并可通过二程船公

司的中转，完成通往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运输服务；同时经营以天津为基

本港，至广州的国内沿海南北集装箱运输航线。 

2. 主营业务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运输及代理业务和船舶租赁业务。 

图 1：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运输收入

代理收入

船舶租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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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5 年报整理 

运输及代理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也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但该业

务毛利率水平较低，且运输业务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公司自 2004
年下半年以来，逐渐增加了船舶租赁业务，该业务毛利率水平较高，

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表 2：主营收入构成 

收入（万元） 毛利率 
项目 

2004 2005 1H06 2004 2005 1H06 

运输及代理 8582.61 54103.63 22306.00 9.17% -1.23% 10.74% 
船舶租赁 10294.10 22810.60 8774.43 9.81% 50.19% 47.14% 

合计 96116.70 76914.23 31080.42 9.24% 14.02% 21.0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公司运输业务自 2003 年以来一直亏损，为减少亏损，公司于 2005 年

暂停了盈利较差的香港航线，增加了台湾航线，并增加了内贸航线的比

重。2005 年公司将原先用于运输经营的船舶转为对外出租，运量缩减

至 20 条船的运力。2006 年继续缩减运量，仅自有的 9 条船维持基本的

航线运营。 

图 2：运输业务收入增长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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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2004 年开始，公司逐步缩减运量，将原先用于运输经营的船舶对外出

租，增加了船舶租赁业务，该业务毛利率水平较高，已成为公司最大的

利润来源。2006 年船舶租赁市场景气度有所下降，毛利率水平较 05
年有所降低。 

2006 年下半年，上海至日本航线“零运价”局面的改善有利于公司业

绩的改善，但影响有限。整体来看公司经营状况未见好转，仍延续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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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的势头，全年实现盈利的难度较大。 

目前公司的重组工作正在集团层面展开，我们目前尚无法判断重组对公

司未来业务的影响。 

3. 关联交易 

公司 2004 年报显示，截至 2004 年底，香港津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与

日本天神海运株式会社（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对天津海

运的债务余额与天津海运账面记录的余额有比较大的差异。与津运船务

的差异为人民币 295875952.73 元，与天神海运的差异为人民币

469014517.96 元。 

表 3：关联方往来余额                                                   单位：万元 
会计科目 单位 2004 2005 

日本天神海运株式会社 47756.66 47572.28 
香港津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30212.62 29475.85 

建益船务代理公司 4421.32 4349.76 
应收账款 

小计 82390.60 81397.89 

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 1950.10 -- 
日本天神海运株式会社 150.40 150.60 

泰州苏中物流有限公司 610.57 645.01 

天津市天海实业有限公司 20.24 20.24 

其他应收款 

小计 2731.30 815.65 

预付账款 日本天神海运株式会社 0.59 0.33 
应付账款 日本天神海运株式会社 128.92 125.71 

资料来源：2005 年报 

目前往来账款的差异并没有得到解决，但由于该往来账款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不产生负面影响。从调研了解到的情况，

公司对未来解决往来账款问题仍有一定的信心，如果未来能解决，则可

增厚公司业绩。 

4. 投资建议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见起色，年内实现盈利的难度较大。重组或许有助

于公司摆脱目前的困境，但由于重组工作主要在集团的层面展开，我们

尚无法判断重组对公司未来业务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给出

评级。同时我们认为，重组过程中与关联企业的往来款差异有望得到解

决。该部分往来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若问题解决有利于增厚公司业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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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1、强烈推荐：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超越大盘 15%以上； 
2、推    荐：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超越大盘 5%～15%之间；  
3、中    性：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相对大盘波动在-5%～5%之间；  
4、回    避：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落后大盘 5%~15%之间；  
5、强烈回避：未来 12 个月内股价落后大盘 15%以上。 
 
 
 
 
渤海证券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1、 看好：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大盘； 
2、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大盘持平； 
3、 看淡：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大盘。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

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

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

式的担保。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

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

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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