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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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康 工作原因 周辉 

董事 王军 工作原因 周辉 

董事 张新龙 工作原因 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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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30,419,191.59 元,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266,328,610.53 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37,254,603.70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2,940,095.44元。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

内容规定，由于本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负，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负，公司本年度拟不实施现金

分红,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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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黄来和 

办公地址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 

电话 （021）63022385 

电子信箱 mail@jnh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系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的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监理、工

程总承包、土地整理服务等业务为主。中船九院是一家拥有工程设计综合、工程勘察综合、规划、

环评、工程咨询、工程监理等甲级资质以及房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还具备对外工程总承包、

施工图审查、援外工程项目、一级保密等资质的优质企业，其服务的行业包括船舶、机械、建筑、

市政、环保、水工等 21 个行业，中船九院秉承 “做强‘设计’，做大‘总包’，做稳‘投融资’”

的原则，拓展工程管理、工程总承包能力，充分发挥其在船舶工业领域的设计和工程总承包的竞

争优势和项目经验，积极向民用建筑、规划景观等非船工程总承包领域发展，实施“突破传统，

向以设计为核心、承接总承包业务的国际工程公司转型”的全面战略转型。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于向控股型平台公司转变，加强了公司的资产经营与投资管理。公司以

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作为经营主体，依托其自身在行业内的声誉优势和技术优势，依靠已经建立

的各种业务渠道、信息网络和客户关系，广泛收集相关的项目信息，实时进行业务跟踪，妥善维

护客户关系，密切关注业务动态，并主动向客户提供前期工程项目咨询、方案初步设计等服务以

及工程地质勘察、工程测量、检测、咨询等项目前期及过程服务，并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通过公

开招投标、客户直接委托等方式承接各项业务。 

同时，中船九院根据项目类型进行细分，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通过管理模式调整、商业模

式创新等一些列深化改革措施，基本实现了设计咨询业务从以船舶海工工程为主向机械、市政、

民用建筑、海外市场等领域的拓展；总承包业务从以船舶工程为主，向土建、水工、设备等工程

总承包、土地一二级联动开发、海外工程总承包、PPP 项目、专业总承包领域拓展；业务链基本

完成了从设计咨询向前期策划、工程施工建设的两头延伸。通过设计引领不断开拓总承包业务，

由传统的设计业务模式向覆盖工程建设产业链全过程的商务策划、资本运作、产业研究、土地开

发、地产策划、规划设计、咨询监理、施工采购、项目管理、总承包等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变。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7 年，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船舶市场经过长时间调整后有所回升，但受国际船舶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融资

难”“交付难”“盈利难”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船舶工业面临形势仍然严峻。同时，随着相关

产业的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落实、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建筑业总体保持了稳健增长

的态势。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根据市场发展状态，结合公司实际，提出做强“设计”、做大“总

包”、做稳“投融资”，明确发展方向，积极拓展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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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945,048,146.16 11,177,662,074.36 -2.08 8,304,533,907.76 

营业收入 4,263,628,598.18 5,304,151,934.91 -19.62 5,228,798,270.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419,191.59 -42,929,500.08 不适用 98,707,682.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02,375.42 -141,964,704.34 不适用 -74,557,313.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53,201,662.71 3,624,500,142.69 0.79 2,036,451,074.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54,616,839.10 -702,114,914.05 -50.21 -1,791,862,356.0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1 -0.080 不适用 0.1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1 -0.080 不适用 0.16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0.840 -1.520 增加2.360个

百分点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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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282,871.07 1,208,986,638.22 866,458,301.54 1,533,900,78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01,679.91 10,213,142.31 3,249,607.87 13,754,76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1,935,651.46 -1,301,109.04 93,702.72 6,974,130.28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3,521,966.32 -239,517,805.81 -392,063,146.97 230,486,080.0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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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5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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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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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275,204,726 37.38 135,471,113 无 0 国有法人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28,727,521 3.90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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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5,036,818 3.40 0 未知  未知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12,607,879 1.71 0 未知  未知 

江苏盛和投资有限公

司 
0 12,528,424 1.70 0 未知  未知 

广西铁路发展二期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2,524,771 1.7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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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131,979 0.70 0 未知  未知 

信达澳银基金－招商

银行－信达澳银基金
0 5,131,359 0.70 0 未知  未知 



－定增优选 3号资产

管理计划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策略投资产品 
-778,101 5,065,909 0.6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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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051 4,861,482 0.66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国有法人股东，江南造船集团为中船集团下属企业，江

南造船集团、中船集团与另八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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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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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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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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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共承接合同金额为 62.95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2.64 亿元，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1.92万元，其中，承接工程设计咨询业务合同金额为 5.55亿元，工

程总承包业务合同金额为 55.38亿元，船舶配套业务合同金额为 1.24亿元，钢结构业务及成套设

备合同金额为 0.78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由于公司 2016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实施公

司原有长兴岛部分资产处置及所属人员的分流安置后，公司业务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母公司在报

告期内未承接与原有业务相关的新项目，期间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度减少，导致母公司大幅

度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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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按通知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集团在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上述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

理。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1）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编制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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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财

务报表累计影响额为：“其他收益”项目增加 15,443,172.34 元，“营业外收入”项目减少 15,443,172.34

元，对利润总额无影响。 

2）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将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中处置非流动资产损益列报于资产处置损益，2017

年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相关报表项目影响情况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处置收益   -2,783,208.82 -2,783,208.82 

营业外收入 12,322,047.68 -2,804,864.32 9,517,183.36 

营业外支出 6,407,328.90 -5,588,073.14 819,255.76 

（续） 

受影响的项目 
2016 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处置收益   -1,202,958.79 -1,202,958.79 

营业外收入 727,717.83 -285,996.52 441,721.31 

营业外支出 1,827,523.71 -1,488,955.31 338,5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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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中船九院、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勘院）、中船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德瑞斯公司）、上海久远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远工程公司）、

上海振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咨询公司）、上海九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晟设计公司）、上海九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宏实业公司）、上海九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崟投资公司）、上海崇明中船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明建设公司）、上海中船九院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院咨询公司）、扬州三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三湾公司）、

常熟中船梅李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梅李公司）、上海中船工业大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业大厦）、上海中船勘院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勘院岩土公司）、

上海普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舟实业公司）及上海江南船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南电气公司）18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注销减少上海港城中船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港城建设公司）和上海瑞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宿发展公司）2家。 

详见本附注“十一、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十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