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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1                               证券简称：中远海科                           公告编号：2019-027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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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晓梅 马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 

电话 021-58211308 021-58211308 

电子信箱 zhou.xiaomei@coscoshipping.com ma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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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48,205.08 490,627,387.46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577,567.97 47,557,362.61 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331,523.11 36,623,157.49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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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93,268.40 -159,289,606.21 8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5 0.1568 4.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5 0.1568 4.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5.74%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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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682,817.45 2,162,147,907.57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7,842,740.05 873,427,172.08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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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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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2,148,400 0   

蒋振军 境内自然人 0.45% 1,359,695 0   

郑庆闪 境内自然人 0.44% 1,322,620 0   

苏钦 境内自然人 0.39% 1,183,400 0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38% 1,167,258 875,443   

张西举 境内自然人 0.37% 1,133,200 0   

孙树言 境内自然人 0.33% 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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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48,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148,400 股。公司股东蒋振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59,695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59,695 股。公司股东苏钦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183,4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83,400 股。公

司股东张西举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33,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133,200 股。公司股东孙树言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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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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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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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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聚焦战略引领，不断抢抓市场机遇，持续改革创新转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经营生产态势总体健康平稳。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1,348,205.08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577,567.9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5%。 

（一）市场经营方面 

智慧交通板块继续深化重点区域市场经营，抢抓市场机遇，上半年中标上海周家嘴路越江隧道机

电工程、贵州高速集团收费站入口治超设施建设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在全国高速公路机电工程信用

等级综合评价中，获得AA级评价，为各区域市场经营提供了有利竞争条件。 

智慧航运板块以集团战略为引领，全面提升主动服务意识，经营形势稳健良好，上半年签订了集

团年度信息系统运维合同、集团税务管理平台合同、集运EDI综合需求开发项目服务框架协议等。 

智慧物流板块充分发挥资源整合效益，积极拓展集团内外部市场，上半年签订了中集下一代集装

箱运输管理系统，云南、河南中烟物流综合管控平台等智慧物流项目合同。 

智慧安防板块继续立足上海区域，持续深耕“雪亮工程”、“智慧公安”等市场业务，上半年承

接了杨浦区道路监控系统建设三期、徐汇分局街面数字化视频监控探头升级建设、平安闵行二期视频

云子系统开发等重要项目。 

（二）科技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深化创新探索，以研发创新中心为载体，重点

开展交通、航运、物流、安防领域的研发探索。凭借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出色成绩，2019年2月，

公司荣获第五届浦东总部经济十大经典样本“科技创新奖”。 

智慧交通领域，公司结合拆除省界收费站、移动支付等创新业务的技术和市场积累，围绕智慧高

速和收费模式革新，进一步开展技术研发，并加快成果推广。智慧航运和物流领域，公司大力推动技

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项目，重点开展船货易2.0平台、集团税务管理平台、航运物流区块链数字存证平

台、航运保险数据服务平台、RPA应用示范等项目的研发和建设。采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

探索传统视频分析技术在集装箱识别、船舱驾驶台行为检测的升级应用。 

（三）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提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和体系融合，通过企业ERP优化、企业微信实

施等进一步完善公司信息化建设，促进企业运营数据的统一和互通，为企业运营决策提供更好的数据

支持。公司持续优化人才机制，修订了岗位、薪酬、绩效等人力资源制度，强化了公司的人力资源管

理体系顶层设计，积极创造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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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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3月以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其他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保险公司

除外）。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

起执行财政部上述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结合管理层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不重述 2018 年比较期间数据。本次新旧准则转换数据对 2019 年期初留

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无影响。 

②财务报表列报 

本公司2019年1-6月财务报表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

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数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0,868,225.45 -140,868,225.45  

应收票据  13,134,121.31 13,134,121.31 

应收账款  127,734,104.14 127,734,104.1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5,690,000.78 -245,690,000.78  

应付票据  9,665,542.00 9,665,542.00 

应付账款  236,024,458.78 236,024,4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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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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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