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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1                               证券简称：中远海科                           公告编号：2017-023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 0024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海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忆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  

电话 021-58211308  

电子信箱 yangyiming@cnshippingn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0,911,489.67 326,120,641.92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93,420.16 31,686,770.97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6,871,068.02 28,345,077.29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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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9,797.26 191,515,829.68 -10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045 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045 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4.39%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53,443,107.18 1,374,739,111.36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0,954,764.60 754,726,144.44 3.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船舶运输

科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50.01% 151,653,667 0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0% 12,129,6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8% 4,193,900 0   

张雪勇 境内自然人 0.65% 1,960,055 0   

董彩玲 境内自然人 0.53% 1,600,000 0   

王倩倩 境内自然人 0.46% 1,400,000 0   

孙树言 境内自然人 0.39% 1,187,300 0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38% 1,167,258 875,443   

励丹骏 境内自然人 0.37% 1,130,000 0   

钟彦华 境内自然人 0.37% 1,121,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周群先生现在担任控股股东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工会主

席。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雪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60,055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60,055 股。公司股东王倩倩通过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400,000 股。公司股东孙树言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7,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87,300 股。

公司股东励丹骏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3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30,000 股。公司股东钟彦华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1,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121,1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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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2017年度经营计划安排，有序推进落实各项工作，经营生产健康平稳，财务指标保持稳健。 

      （一）市场经营方面 

       在智能交通和交通信息化领域，报告期内成功中标四川省雅康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项目、上海外环线机电设施维护

项目、内蒙古高速公路ETC系统项目、宁夏同海公路机电工程项目等一批项目。 

       在航运信息化领域，加快推进航运标准化平台系统上船实施，继续推进集团各公司信息系统实施工作，配合集团金融

业务板块进行信息化系统开发实施。 

       在港航和工业自动化领域，利用公司技术和市场基础，加强岸电项目研发及市场推广，承接了瓜达尔国际码头逆功率

吸收控制系统项目等项目。 

       在安防系统领域，立足上海区域，深耕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安防建设市场，报告期内中标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违法停

车自动抓拍系统建设三期项目工程、上海市虹口区交通非现场执法取证系统建设项目等一批项目。 

       （二）科技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供应链电商平台项目、船舶岸基供电项目等重点科研项目，通过关键技术研发，聚焦市场落

地和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公司业务发展。 

      （三）管理提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事业部机制，强化业务板块协同。继续优化事业部机制下业务板块布局，整合公司内部资

源，设立智能系统与产品事业部，积极开拓港口自动化和智能化市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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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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