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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50                                                  公司简称：中国船舶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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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强 公务原因 吴强 

董事 吴永杰 公务原因 孙云飞 

董事 南大庆 公务原因 孙云飞 

董事 陈琪 公务原因 孙伟 

独立董事 曾恒一 公务原因 朱震宇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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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606,820,010.65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 2016 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314,203,986.60元。因公司本年度出现经营亏损，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为实现公司长期、持续

稳定的发展，公司董事会提出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16 年度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

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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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 600150 沪东重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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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陶健 张东波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大道1号15A层 上海市浦东大道1号15A层 

电话 021-68860618 021-68860618 

电子信箱 stock@csscholdings.com zhangdb@csscholding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情况介绍 

本公司是中船集团核心民品主业上市公司，整合了中船集团旗下大型造船、修船、海洋工程、

动力及机电设备等业务板块，具有完整的船舶行业产业链。作为世界航运业的伙伴，公司秉承“做

大做强主业”的要求，以强大的科研创新实力、先进的管理水平和精湛的制造工艺，不断推出一系

列大型绿色环保船型和船机新产品，持续引领着海洋工程高精尖技术的发展。公司下属外高桥造

船、中船澄西、沪东重机三家子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业务 主体 业务内容 

造船业务 

外高桥造船（含

江南长兴重工） 

三大主力船型（大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大型油轮）主要

产品线包括：10 万吨以上散货船、17 万吨散货船、20 万

吨级好望角型散货、40 万载重吨超大型矿砂船（VLOC）等；

14000 箱 /18000 箱/21000 箱系列超大型集装箱船；11.3

万吨阿芙拉型油轮、15.8 万吨苏伊士油轮，以及 20 万吨

以上超大型油轮（VLCC）；开发了 8.5 万立方米大型液化气

体运输船（VLGC）、38 米型宽油船、32 米型宽 VLGC、LNG

动力船舶、极地运输船舶等特种船舶。 

中船澄西 

主要包括灵便型散货船和特种船，包括：3.5 万吨、3.95

万吨、4.5 万吨、5.3 万吨、6.4 万吨等灵便型散货船系列；

开发 7.6 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1800TEU、2200TEU 集装箱

船、MR 油轮，以及沥青船和化学品船等特种船舶。 

修船业务 中船澄西 

船舶改装（自卸船改装、牲畜船改装、大型矿砂船改装转

运平台、集装箱船加长改装、大开口船加长改装等）常规

修理（船体钢质工程、船体机电维修和船体油漆工程）。 

动力业务 
沪东重机（含中

船三井） 
大功率中、低速柴油机动力业务等。 

海洋工程 外高桥造船 
FPSO、半潜式、自升式（JU2000E、CJ46、CJ50）海洋石油

钻井平台、海工辅助船等。 

机电设备 
外高桥、中船澄

西、沪东重机 
风电、地铁盾构、核电设备等。 

（二）经营模式介绍 

中国船舶为控股型上市公司，公司本部专注于资产经营、投资管理；公司所属企业作为实体

企业独立开展生产经营，从事的业务包括船舶造修、动力业务、海洋工程、机电设备等，通过前

期的产品研发、经营接单，实行个性化的项目订单式生产方式，向客户交付高质量的产品。报告

期内，本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三）行业情况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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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船舶工业“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球造船行业持续调整。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下，

我国船舶工业积极贯彻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按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国

企改革的部署要求，创新驱动、引领升级，船舶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产能过剩部分缓解，降本增效扎实推进。但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航运市场运力严重过剩以及低

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船舶市场仍处在周期的底部，船舶企业承接订单竞争仍然激烈，完工船舶交

付仍然艰难，特别是海工市场正处严冬，导致全行业手持订单持续下滑，盈利水平大幅下降，船

舶工业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 

1、 造船业主要经济指标均同比下降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6 年全国造船完工量为 3532 万载重吨，同比下

降 15.6%；承接新船订单量为 2107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32.6%；手持船舶订单量为 9961 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 19%。 

2、 国际市场份额仍然保持前列 

 2016 年，尽管国际船舶市场继续深度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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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船企仍克服市场低迷带来的困难逆势拼抢订单，造船完

工量、新船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分别为 35.6%、65.2%和 43.9%，继续保持世

界前列。 

3、 创新驱动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2016 年，船舶工业积极贯彻国家《中国制造 2025—能源装备实施方案》发展战略，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人才驱动、资本驱动、改革驱动”为新的发展动力，40 万吨超

大型矿砂船（VLOC）等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首制船研制成功并交付船东，获得市场青睐。 

4、 兼并重组等多举措去过剩产能 

2016 年，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在央企国家队的引领下，船舶工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决落实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任务。 

5、 国家政策给予船舶产业强力支持 

2016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长周期深度调整的船舶海工市场，党中央、国务

院及国家有关部委、主管部门对船舶工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在市场兼并重组、深化结构调整、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装备制造智能化工艺升级、科研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如：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十三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等作出全面部署安排，助推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中高端；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防科工局联合印发《船舶工业深化结

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力争步入世界造船强国和海

工装备制造先进国家行列；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能源装备实施方案》，要求相关行业力推能源装备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充分发挥能源装备

自主创新在能源技术革命和装备制造业升级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工信部发布《船舶配套产业能

力提升行动计划（2016-2020 年）》，鼓励企业提升船用设备配套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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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52,484,695,327.03 51,331,786,451.62 2.25 51,785,329,025.54 

营业收入 21,457,070,448.01 27,763,846,309.46 -22.72 28,323,665,892.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2,606,820,010.65 61,849,497.97 -4,314.78 44,189,1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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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19,547,707.62 -187,730,519.17 不适用  -244,063,932.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952,593,255.93 17,549,473,058.98 -14.80 17,401,820,180.9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61,061,745.89 -4,073,208,964.83 不适用 -890,342,025.2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89 0.04 -4,825.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89 0.04 -4,825.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6.03 0.35 
减少16.38个

百分点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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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2,266,473.25 5,944,652,155.92 5,589,965,637.57 4,070,186,181.2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5,719,169.11 -98,633,644.30 -453,447,732.89 -2,170,457,802.5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5,829,144.24 -117,830,581.99 -470,867,777.66 -2,366,678,492.21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92,580,544.33 -819,907,997.31 -817,386,627.36 -431,186,576.89 

分季度指标变动说明： 

（1）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比前三季度下降 30%左右，主要原因为公司 2 艘自升式钻井平台以及 2

艘 PX121H 型 PSV（平台辅助船）的合同终止，公司将以前年度确认的收入、成本于第四季度冲回； 

（2）第四季度净利润比前三季度大幅减少，主要原因为年末公司对手持合同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

大额减值准备。 

（3）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减少，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增手持订单减少，备料款支出

减少。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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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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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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公司 
-43,920,000 705,360,666 51.18 0 无 0 国家 

中国远洋运输（集

团）总公司 
43,920,000 43,920,000 3.19 0 未知 -- 国家 

上海电气（集团）

总公司 
-570,000 42,449,943 3.08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1,714,800 1.58 0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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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0,482 18,480,612 1.34 0 未知 --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0 17,022,260 1.24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3,416,576 13,040,802 0.95 0 未知 --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6,170,061 6,170,061 0.45 0 未知 -- 未知 

吕剑锋 5,587,667 5,587,667 0.41 0 未知 -- 
境内自

然人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5,290,499 0.38 0 未知 --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其他 9 名股东无

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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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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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214.57亿元，为年计划的 77%。其中：船舶造修业务营业收

入 160.66 亿元；海洋工程业务营业收入-16.65 亿元；动力业务营业收入 60.15 亿元；机电业务

营业收入 9.46亿元。其中，海洋工程业务营业收入为负数的主要原因为公司 2 艘自升式钻井平台

以及 4艘 PX121H型 PSV（平台辅助船）的合同终止，已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

规定的收入确认原则，公司将以前年度确认的收入 197,111 万元、成本 196,393 万元于本年度冲

回。 

由于海工市场极度低迷，公司手持海工订单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以及新船市场成交低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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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行，公司部分手持订单出现亏损等原因，2016年公司利润总额-270,27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260,682万元。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仍处深度调整阶段的船舶市场，在公司董事会的

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坚持做稳主业、坚持效益导向、坚持强化管理、坚持质量至上，全面推进调

整转型战略，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工作目标，各项业务在逆境中实现了经济总量总体平稳，但因海

工市场持续深度低迷等因素，公司利润出现大幅下滑。 

（一）经营工作 

2016年，公司以强化管理为关键，加强产品交付、经营承接、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安全质

量等方面工作，全力推动各所属企业努力完成经营任务目标。 

1、造船业务：公司密切关注国内航运企业需求，与国内各大航运公司开展了深入沟通与战略

合作。经过不懈努力，外高桥造船成功承接了中国矿运等国内知名航运企业的 14艘第二代超大型

40万吨级矿砂船，不仅成为中船集团首家承建该船型的企业，也成为目前世界上手持该船型订单

最多的企业，订单结构进一步优化。 

公司全年共承接新船订单 23 艘/572.74万载重吨。其中：外高桥造船承接了 14 艘/558.6万

载重吨；中船澄西承接了 9艘/14.14万载重吨。 

2、修船业务：公司全年承接修船订单金额 8.41 亿元，其中常规修船 219 艘、改装船 5艘、

新制项目 1个。 

3、海洋工程业务：由于油价深幅下跌， 2016年公司仍无海工订单承接。 

4、动力业务：公司柴油机经营承接成效显著，中速机承接取得重大突破,公司在船用低速机

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22%,实现了持续增长,稳居世界第二,中速机承接金额同比增长 16%。公司全年

完成承接柴油机 146台/316万马力。 

5、机电设备业务：中船澄西承接各类风塔 227 套，合同金额 3.23 亿元。沪东重机盾构有关

零部件承接额达 3.36亿元。 

（二）生产工作 

由于船舶和海工市场持续低迷，船东要求更改船型、更改合同交船期的情况时有发生，公司

全年交船压力较大。公司狠抓计划执行，突出内部挖潜，确保关键节点按期实现，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 

1、造船业务：公司全年完工交付船舶 39 艘/524.8 万载重吨。其中：外高桥造船完工 19 艘

/410万载重吨。中船澄西完成大节点 92个，实现完工交船 20艘/114.8万载重吨。在交船项目中，

新产品亮点突出，外高桥造船首次建造的 15.8万吨苏伊士油轮实现提前交船，20000/21000箱集

装箱船、40万吨级矿砂船、10.9万吨阿芙拉油轮均顺利开工并连续建造。 

2、修船业务：全年修理完工船舶 228艘。 

3、柴油机业务：2016 年，公司完工柴油机 243 台/543万马力。 

4、海洋工程业务：受市场因素影响未实现海工平台交付目标，原计划交付的 2座平台在海工

公司封船保养，外高桥造船对新开工的平台适当放缓了生产节奏，其他在建平台按计划推进。 

5、机电设备业务：中船澄西共交付风塔 242套，沪东重机完成 4台盾构维修保养工程、1套

盾构部件加工和改造增加项目等工程以及 35项配套中船重装盾构机项目的承接任务。 

（三）加快推进资源有效配置，为做稳主业战略保驾护航 

1、完成中船集团增资中船澄西 

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升竞争能力，中船集团对中船澄西增资人民币 4 亿元。根据财政部、

国资委相关要求，该笔国拨资金需转为中船集团对中船澄西进行增资的国有资本金，应履行增资

相关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六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增资议案，保障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及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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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外高桥造船邮轮业务发展 

按照中央及中船集团整体发展战略要求，为加快推进豪华邮轮产业发展和项目落地，外高桥

造船联合广船国际、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在上海投资设立了中

船邮轮科技公司。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该项事宜。2017

年 2月 22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见证下，中船集团与美国嘉年

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备忘录协议，中船集团联合嘉年华

集团等组建的邮轮船东运营合资公司将向中船集团与芬坎蒂尼合资组建的邮轮建造公司下单，订

造 2艘 Vista级大型邮轮。同时，邮轮船东运营合资公司还拥有另外 4艘大型邮轮的订单选择权。 

3、完成公司相关股份无偿划转给中远集团事宜 

公司于 2016年 2月 2 日接到集团公司《关于股份无偿划转事项的函》，根据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总体部署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工作安排，中船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4392 万股 A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3.19%）无偿划转给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根据划转方案的总体安排和推

进过程，公司于 2016年 2月 12日、5月 31日、6 月 17日分别发布了《中国船舶关于国有股份无

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中国船舶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进展的公告》、《中国船舶关于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的公告》。 

4、推进中船动力研究院土地收储工作 

2015 年，公司完成了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土地储备收购补偿协议>相关事

宜。根据协议：浦东储备中心补偿本公司的款项包括房地市场价格 7484.09 万元、资产设备市场

价格 753.89 万元，以及停产、停业的损失、承租户清退等费用 748.41 万元，补偿金额总计

8986.39 万元人民币。2016年 11月 16日，公司收到该笔补偿款。为此，公司以《中国船舶关于

收到土地收储补偿款的公告》作了披露。 

5、完成中船澄西租赁广船国际扬州公司 

为解决中船澄西产能设备设施资源不足的矛盾，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公司董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澄西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租赁广船国际扬州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6、完成文冲船坞和广西船海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为优化资源配置，本公司及中船澄西分别向中船集团转让所持有的“文冲船坞”24.03%和

25.63%的股权，中船澄西向中船集团转让所持有的“广西船海”18.164%的股权。公司六届十六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两项议案。 

（四）重点产品项目再次引领国内船舶行业创新发展 

产品结构上，公司所属企业继续以低油耗、低排放和环保性能优良为主要研发方向，推出适

应市场需求的 14000 箱集装箱船、VLOC、阿芙拉冰区加强型油轮、84000 方 VLGC、自卸船、化学

品船、沥青船等新产品，设计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公司在非船发展有所突破，中船澄西计划利用扬州造船基地资源，通过增加部分海上风塔专

用设备设施，实现年产钢结构制造 6.25万吨、产值 5亿元、海上风塔及大型陆上风塔年制造 160

套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扬州造船基地填平补齐改造有序推进。为满足化学品船建造，中船澄

西本部还实施了部分急需的生产设施如不锈钢车间的技术改造。 

动力机电业务上，沪东重机以建设集“研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世界第一的海洋动力装

备企业为“十三五”发展总体目标，突出“六个着力”，形成低速机一体化运行机制，稳步推进沪

东重机与中船三井低速机的业务整合，并开展中高速系列机型研制。 

在信息化建设上，所属企业力推“两化”融合，持续促进管理提升。公司重点实施了精益生

产管理、分段物流管理、安全监管平台、质量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项信息化建设项目，推动了管

理模式的优化，外高桥造船荣获“中国两化深度融合最佳实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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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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2016年度，公司无需要披露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会计估计变更及影响 

经公司第六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子公司中船圣汇 2016年 4月 1日起变更房屋建筑物

和机械设备的折旧年限；原因系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中船圣汇近年来的产量降低较多，房屋建筑

物和机械设备的实际消耗情况明显下降，经对上述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复核后发现，使用寿命的未

来估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较大的差异，故将房屋建筑物的折旧年限由 20年调整为 30年，将机械

设备的折旧年限由 10年调整为 15年，使调整后的折旧年限更符合其实际消耗情况。 

会计估计变更使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15,961,979.90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加

4,150,114.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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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及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

船”）、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澄西”）、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

东重机”）、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重工”）、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海工”）、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中船船用

锅炉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锅炉公司”）、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圣汇”）、

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西新荣”）、中船澄西（江苏）重工有限公司、上海中

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三井”）、上海沪临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临

重工”）、上海沪东造船柴油机配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柴油机”）、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邮轮”）、上海外高桥造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江南钢结构有限

公司 16 家子公司及由中船集团委托中船澄西管理的中船澄西高级技工学校及江阴中船澄西技工

学校实习工厂。 

本年，子公司外高桥造船出资 1.4亿元设立中船邮轮，持股 70%，对中船邮轮具有实质控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