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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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胡问鸣 工作原因 孙波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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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之

“一、普通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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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工 60198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电话 010-88508596 010-88508596 

电子信箱 investors@csicl.com.cn investors@csic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 

中国重工为全产业链的舰船研发设计制造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涵盖军工军贸、船舶制造及修

理改装、舰船装备、海洋经济、能源交通装备及科技产业等五大业务板块。 

从用途区分，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海洋防务装备、海洋运输装备、海洋科考装备和海洋开发装

备的研发设计制造等；从领域区分，主要业务分为军品业务领域和民品业务领域。作为海军装备

的主要供应商，公司军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分包）、常规动力潜艇、大

中小型水面战斗舰艇、大型两栖攻击舰、军辅船等。公司民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散货船、集装

箱船、油船、气船、海工船、海洋工程装备、科考船及其他装备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 

 

2.2 经营模式 

中国重工为控股型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各子公司进行。公司下属子公司以生产

制造为主，主要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的个性化订单式经营模式，即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与客户

签订的合同安排制定生产计划，并指导采购部门进行采购。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

变化。 

 

2.3 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2016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国重工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洋防务装备上市公司，随着改革强军的不断深入，海洋防务装备面

临规模与数量快速增长、性能与质量跨越式提升的关键时期。中国军队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的

军事战略方针，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海军正在按照近海防御型与远海护卫型相结

合的战略要求，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化海上军事力量体系，为建设海洋强国

提供战略支撑。同时，发展先进装备，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也成为我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要举

措之一。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海洋防务装备进入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在民品领域，公司是国内最主要的海洋运输装备和海洋开发及科考装备供应商。船舶制造业

务和海洋工程业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深受全球经济形势、航运市场形势和国际原油价格等

因素的影响，行业的周期性也成为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之一。2016年，国际船舶市场持续深

度调整，全球新船成交量同比大幅下降 67%，年末全球船企手持订单较 2015年底下滑 25%。国内

船舶市场三大造船指标同比也出现下降，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

造船完工量为 3,532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15.6%；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2,107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32.6%；截至 2016年 12月底，手持船舶订单量为 9,961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19%。企业盈利能力

大幅下降，预计市场形势在 2017年难有明显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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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84,282,930,353.38 207,637,712,011.93 -11.25 207,989,617,33

8.23 

206,505,201,83

1.81 

营业收入 52,064,131,241.72 59,810,801,371.59 -12.95 61,051,408,225

.16 

60,972,048,815

.8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98,033,610.17 -2,621,484,487.75 不适用 2,123,365,009.

43 

2,276,172,151.

1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405,670,769.42 -3,330,392,296.09 不适用 2,033,825,358.

84 

2,033,825,358.

8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6,569,661,100.51 57,000,850,298.83 -0.76 59,977,372,299

.49 

60,288,799,993

.1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23,207,327.44 -611,647,168.20 不适用 1,839,878,249.

40 

1,889,679,841.

12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038 -0.143 不适用 0.122 0.13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038 -0.143 不适用 0.122 0.1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23 -4.49 增加

5.72个

百分点 

3.8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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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401,805.12 13,988,531,523.53 9,593,533,014.09 18,376,664,898.9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211,316,316.79 565,594,057.73 122,732,401.88 -201,609,166.2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348,412.88 83,812,111.94 45,454,599.95 -547,285,894.19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398,673,846.13 1,032,004,433.88 -435,877,575.35 -320,660,339.8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5 月，中国重工完成以所持子公司股权参与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截至 2016

年 5月 17日，中国重工持有中国动力 350,940,016股 A股股份。中国动力发行完成后，公司成为

中国动力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20.18%。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为中国动力第一大股东。

因中国重工未立即向中国动力派驻董事，亦未能对中国动力财务及经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在编

制 2016 年半年度、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时，基于审慎考虑，公司对所持中国动力股份按照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 

此后，中船重工集团承诺由中国重工独立行使公司作为中国动力第二大股东的股东权利，同

时公司向中国动力董事会提出派驻董事要求，保障公司能够对中国动力的财务及经营决策实施重

大影响。中国动力已于 2017年 4月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选举中国重工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华伟为中国动力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由此，公司将对中国动力的该项投资修正为按照长期股权投

资（权益法）进行核算。为避免会计核算方式的转换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层面产生巨额投资收益，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拟对 2016年半年度、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该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也

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详情请见公司与本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此次更正事项对上表中第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影响数均为 36,066,040.03 元，对上表中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影响数均为 16,791,833.21

元，对其他项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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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8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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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 

0 7,238,625,359 39.42 0 无   国有

法人 

大连船舶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1,724,380,191 9.39 201,904,761 无   国有

法人 

渤海造船厂

集团有限公

司 

0 511,832,746 2.79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420,000 390,036,261 2.12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271,275,100 1.48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0 237,219,977 1.29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77,035,428 221,843,654 1.21 0 无   其他 

武汉武船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201,904,761 1.10 201,904,761 冻结 14,240,000 国有

法人 

前海开源基

金－浦发银

行－前海开

源乐晟资产

153,274,972 153,274,972 0.83 0 无   其他 



管理计划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29,748,883 132,177,851 0.72 0 无   境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武船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本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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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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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4 亿元，同比下降 12.95%；实现利润总额 10.94 亿元，



上年同期为-29.3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8 亿元，同比实现扭亏。报告期

末，公司资产总额 1,842.83 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11.25%；负债总额 1,266.76 亿元，较上年期

末下降 15.11%；所有者权益总额 576.06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1.38%，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565.70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0.76%。 

 

2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年，全球经济仍处于艰难复苏进程之中，经济增速和贸易增速均处于低位。国内经济缓

中趋稳、稳中向好，但依然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

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对于船舶工业而言，国际船舶市场持续深度调整，国内船舶工业亦深陷困境，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指标齐齐下降，新船有效需求不足，船企接单艰难，企业生产

持续面临严峻挑战，船企盈利能力继续下降。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底，重点

监测企业营业利润率仅为 0.5%，比 2015年下降 0.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和亏损额都有所增长。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及低迷的行业环境，2016 年，公司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通过内部整合及改革重组主动削减过剩产能，打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攻坚战，扭转了业绩亏损局

面，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1）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码提速 

2016年，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成为公司的重要抓手之一。年内公司各项军工重大装备任务按计

划节点顺利实施。其中，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

已完成设计工作，主船体已在坞内合拢成型，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舾装等建造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还顺利交付多艘海军舰艇，为我国国家安全、海洋强国提供更为有效的海军装备支撑。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力拓展了军贸等业务的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

军贸市场开发、军贸项目执行等工作，多个合作项目进展良好，一批轻型护卫舰、近海巡逻舰等

军贸产品完工交付，潜艇军贸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民品领域则坚持“不承接边际利润小于零或现金流为负订单”底线，同时结合市场需求不断

加大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力度，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国际化进程加快。报告期内，开工建造

或交付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首制船，获得船东认可和市场青睐。 

（2）资源整合改革重组扎实推进 



2016年，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降补”的任务要求，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深化细化内部造修船资源军民融合式整合。报告期内，公司启

动实施子公司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的整合、大连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与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的整合。通过整合主动削减产能、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

实现集约化发展，为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发挥更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公司以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为目标，全力做好内部资源重整和亏损企业治理等工

作。报告期内完成以资产参与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完成向控股股东转让两家子公司股权

事宜，通过资源整合有效提升了经营效率和效益。 

（3）创新驱动发展增强新动能 

2016年，公司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高

度重视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赢得未来竞争优势提供更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科技研发投入 30.15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技术中心 3 家、省级技术中心 19 家。2016 年，公司申请并被受理专利数 998

项，其中发明 434项；获得专利授权 641项，其中发明 231项。截至 2016年底，公司拥有有效专

利 1670项。报告期内，公司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军品项目预研工作深入开展，一批

新产品研发成功，陆续推向市场，一批原创性科研开发取得新成果，并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创新

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 

（4）资本运作产融一体促发展 

面对船舶制造业投入大、周期长、回款慢、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公司坚持产融一体，以产

业聚资本、以资本促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实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向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关联方大船投资、武船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本次非公开发

行有助于公司现金流状况的优化，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增强公司实力，更好地应对

当前行业低迷的环境，提升经营稳健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6年 12 月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四 其他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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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对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背景 

2016年 5月 17日，公司实施完成相关以资产参与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截至 2016年

5月 17日，中国动力向公司发行的 350,940,016股 A股股份已经登记在公司证券账户名下。中国

动力发行完成后，公司成为中国动力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20.18%。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

团为中国动力第一大股东。 

（2）原会计核算方法 

中国动力发行完成后，因其公司治理结构尚处于调整过程中，中国重工未立即向中国动力派

驻董事，亦未能对中国动力财务及经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出于审慎考虑，在编制公司 2016年半

年度报告及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时，公司对所持有的中国动力 3.51亿股股份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予以确认及计量，即按照公允价值对于所持有的中国动

力股权予以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拟修正后的会计核算方法 

此后，伴随着中国动力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理顺，以及基于上市公司重大投资决策与独立

行使股东权力的考虑，中船重工集团承诺由中国重工独立行使公司作为中国动力第二大股东的股

东权利，同时，公司向中国动力董事会提出派驻董事要求，保障公司能够对中国动力的财务及经

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中国动力已于 2017年 4月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选举中国重工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华伟为中国动力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由此，基于内部控制规范性的要求，公司拟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对于所持有的中国动力股权转换为长期

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4）差错更正相关事宜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需对所持有的中国动力股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核算转换

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该项会计核算方式的转换可能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巨额

投资收益，且该项投资收益无实质意义，将严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公允列报。  

综合考虑，公司拟对 2016 年度已披露的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的相关数据予以更正,即

对于公司所持有的中国动力 20.18%的股权，自取得之日起即认定为公司对于中国动力的财务和经

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进行会计核算并列报财务报表。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经公司 2017 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并表决通过。详见公司与本年报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5）更正事项影响 

此次会计差错更正数据占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已披露数据

的比重不大，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主要

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对于原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2016年 6月 30日 2016年 9月 30日 



长期股权投资 634,245.81 635,92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50,030.43 -1,153,539.8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9,847.81 -130,725.16 

其他综合收益 -389,543.42 -392,175.47 

投资收益 3,606.60 5,285.79 

上述事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公告及专项审核报告请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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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6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6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户，减少 29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