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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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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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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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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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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科技 600072 江南重工、中船股

份、钢构工程、*ST

钢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慧 黄来和 

电话 （021）63022385 （021）6302238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

大厦13楼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

大厦13楼 

电子信箱 mail@jnhi.com mail@jnh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271,816,258.90 11,177,662,074.36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44,731,213.34 3,624,500,142.69 0.5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3,039,772.13 -39,486,093.5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863,269,509.29 2,428,583,006.87 -2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14,822.22 -10,633,841.6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4,542.42 -61,876,110.7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7 -0.52 增加0.8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80 -0.022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80 -0.0220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4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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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37.38 275,204,726 275,204,726 无 0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3.90 28,727,521 28,727,521 无 0 

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恒宇天泽盈·赢

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3.40 25,036,818 25,036,818 未知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未知 1.71 12,607,879 12,607,879 未知   

江苏盛和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70 12,528,424 12,528,424 未知   

广西铁路发展二期投资基 未知 1.70 12,524,771 12,524,771 未知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策略投资产品 

未知 0.79 5,844,010 5,844,010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7 5,683,726 0 未知   

信达澳银基金－招商银行

－信达澳银基金－定增优

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5 5,522,459 5,522,459 未知   

信达澳银基金－招商银行

－信达澳银基金－定增优

选 2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5 5,522,459 5,522,459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A、经营情况概述 

2017 年系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由制造型公司向管控型公司转变的第一年，公司结合实际运

营情况，积极探索转型后的运营模式，努力向“打造成为中船集团旗下高科技产业上市平台”的

目标迈进。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的营业收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 86%。公司主营业务已由

原船舶配套件业务、成套机械设备业务和大型钢结构业务向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监理、工程总承

包、土地整理服务等业务发展。中船九院已于报告期内先后承接中船产业园高端加工制造中心建

设项目项目、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南沙总部基地孵化器项目、闵行区梅陇镇丰盛河及周边水

系重污染河道整治（一期）工程、闵行区郊野公园西扩区水系沟通工程设计项目、卡姆萨尔渔业

经济枢纽项目勘察设计、MALAYSIA MARINE & HEAVY ENGINEERING SDN. BHD.船坞设计咨询等项目。



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保障房建设、PPP 等项目的持续升温，中船九院加

强相关项目跟踪，如：叙永县园区综合体建设 PPP 项目、浦东新区川沙新城六灶社区动迁房基地

及嘉定动迁房基地项目、常州金坛工业区厂房、体育中心及学校 PPP 项目、常州殷村特色小镇 PPP

项目、西昌市阳光养老中心二期项目等。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履行原有手持未完成订单业务，主

要包括有部分船舶配件业务、湖南湘潭昭华大桥、450 吨门式起重机、广船 150 吨桥式起重机等

项目。 

 

B、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工程设计、勘察、

咨询和监理 
168,188,911.39 155,652,403.26 7.45 -6.86 37.17 -29.71 

工程总承包 1,078,024,000.62 986,111,161.22 8.53 -25.57 -27.47 2.39 

土地整理服务 359,060,686.41 280,731,400.00 21.82 -26.03 -39.08 16.74 

船舶配件 251,672,098.42 252,399,561.19 -0.29 -17.29 -18.88 1.97 

其他 84,280.36 24,656.26 70.74 -95.80 -93.75 -9.60 

合计 1,857,029,977.20 1,674,919,181.93 9.81 -23.29 -25.40 2.56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工程勘察设计 1,605,357,878.78 1,422,519,620.74 11.39 -24.15 -26.45 2.78 

制造业 251,672,098.42 252,399,561.19 -0.29 -17.29 -18.88 1.97 

合计 1,857,029,977.20 1,674,919,181.93 9.81 -23.29 -25.40 2.56 

相关情况说明： 

（1）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和监理产品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为本期设计、咨询工作量减少所致，

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系（a）受上海社保基数上调影响，导致公司整体劳务成本有所上升，进而导

致本期结转的设计咨询营业成本上升；（b）由于本期跟踪的设计咨询前期未能中标项目较去年同

期上升，进而导致未能中标项目的劳务成本结转较去年同期上升。 

（2）工程总承包产品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为受可及时转化工作量的手持总承包订单减少所致。 

（3）土地整理服务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为受拆迁滞后等原因影响，毛利率上升主要原因为由于

折现利息影响，对本期收入下降有所缓冲，导致本期收入下降幅度小于成本的下降幅度。 

（4）船舶配件产品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为受船舶市场等整体外部环境持续低迷的影响，子公司

江南德瑞斯承接订单减少，本期营业收入为 2,203 万元，上年同期为 5,888 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6 月 12 日，国家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

会[2017]15 号），本公司在编制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表时，根据相关修订内容的要求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实施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表累计影响额

为：“其他收益”项目增加 9,884,784.00 元，“营业外收入”项目减少 9,884,784.00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