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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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华 工作原因 周辉 

董事 王军 工作原因 周辉 

董事 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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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合并

报表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27,430.33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30,450,952.38

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正。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年度提取盈余

公积 2,626,628.54 元，母公司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4,884,228.40 元,累计资本公积金为

2,746,090,416.10元。公司董事会 2018年度拟进行现金分红，以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736,249,88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14,724,997.66 元，

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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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k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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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华海的船

舶设备类型之艉门/跳板、左舷舷侧门/跳板、右舷舷侧门/跳板、斜坡板等业务。中船九院作为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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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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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一级保密等资

质的优质企业，不断提升工程管理、工程总承包能力，充分发挥其优势，加强自身转型发展，以

技术创新、管控模式创新为抓手，做强设计咨询、做优总承包、做稳投融资。同时，中船九院坚

持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三大主业稳定发展，并在新一轮发展中对“老”

三大主业注入新发展内涵，以“老”三大主业为基础，打造“新”二大主业，即科技产业化和智

慧工厂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战略布局(以下均简称“‘三+二’战略布局”)，继续深化改革、开拓经

营、科技创新、提升管理。 

 

（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于向控股型平台公司转变，于 2018 年 4 月发布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2025 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明确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融资能力的优势，以资本

市场来驱动公司产业布局，以军民融合为主线，多元产业同发展，分行业、分步骤加强公司全面

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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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的业务实际，虽公司所属行业为建筑业，但目前公司具有明显优势的依

然为船舶工业工程的规划和综合设计。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

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

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

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235,086 亿元，同

比增长 9.9%。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40.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6.9%。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改革创新，开拓进

取，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全力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长效机制建设，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加大住房保障

工作力度，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着力增强城市建设体系化程度，城市建设高质

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加快推动建

筑业改革发展，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修订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积极推进工程总

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推动建立建筑产业工人培育示范基地，提高建筑工人技能素质。深入开

展工程质量提升行动，推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绿色

建筑发展，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40%。 

报告期内，船舶工业呈现出三大造船指标保持领先、骨干船企竞争力不断提高、过剩产能有

效压减、船舶修理业运行良好、新型海工装备快速发展、船配产品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的良好局

面。但受世界经济和航运市场复苏动能减弱、新船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融资难、盈利难、接单

难等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船舶工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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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0,527,625,393.33 10,945,048,146.16 -3.81 11,177,662,074.36 

营业收入 3,264,373,125.15 4,263,628,598.18 -23.44 5,304,151,93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5,427,430.33 30,419,191.59 115.09 -42,929,50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78,412,167.69 7,702,375.42   -141,964,704.34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718,262,301.58 3,653,201,662.71 1.78 3,624,500,14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3,901,731.36 -1,054,616,839.10   -702,114,914.0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9 0.041 117.07 -0.0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9 0.041 117.07 -0.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8 0.84 

增加0.94个

百分点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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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830,015.16 866,761,893.34 809,611,973.38 1,008,169,24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064,352.38 -2,878,222.57 -5,552,182.33 62,793,48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429,294.55 -4,340,782.73 -11,557,707.84 -66,942,97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9,663,071.71 -213,161,647.16 -213,178,164.79 442,101,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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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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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恒宇天泽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恒宇天

泽盈·赢一号私募投

资基金 

-3,427,898 21,608,920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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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铁路发展二期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62,386 11,062,385 1.50 0 未知  未知 

江苏盛和投资有限公

司 
-6,263,122 6,265,302 0.85 0 未知  未知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策略投资产品 
-778,105 4,287,804 0.58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招商银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 3,678,115 0.50 0 未知  未知 

谢社卿 1,041,595 2,233,203 0.30 0 未知  未知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产品 1 
716,000 2,039,86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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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年实现营业收入 32.64亿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2.74

万元，其中，承接工程设计咨询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4.22 亿元，工程总承包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26.06

亿元，土地整理服务营业收入约为 1.01亿元，船舶配套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1.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系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转让徐州

中船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股权实现投资收益所致，影响金额约为 13,800 万元；公司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船九院研发投入费用增加，其对联营及合营企业产生的投资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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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财政部会计司于 2018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

关问题的解读》，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中期财务报

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合计 10,945,048,146.16  10,945,048,146.16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00,157,275.80 1,200,157,275.80 

应收票据 17,423,544.95 -17,423,544.95  

应收账款 1,182,733,730.85 -1,182,733,730.85  

其他应收款 60,849,666.86 49,697,104.72 110,546,771.58 

应收利息 49,697,104.72 -49,697,104.72  

固定资产 395,114,982.38 228,258.66 395,343,241.04 

固定资产清理 228,258.66 -228,258.66  

负债合计 6,882,294,060.59  6,882,294,060.59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35,978,246.93 1,335,978,246.93 

应付票据 127,645,971.37 -127,645,971.37  

应付账款 1,208,332,275.56 -1,208,332,275.56  

其他应付款 465,337,167.07 8,342,066.12 473,679,233.19 

应付利息 8,342,066.12 -8,342,066.12  

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7 年度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净利润合计 42,600,081.19  42,600,081.19 

其中：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6,945,960.25 -6,675,611.85  270,348.40 

其他收益 15,443,172.34 6,675,611.85 22,118,784.19 

管理费用 233,683,079.16 -76,603,076.68 157,080,002.48 

研发费用  76,603,076.68 76,603,076.68 

相关母公司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合计 3,923,071,973.85  3,923,071,973.85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6,111,649.41 136,111,649.41 

应收票据 9,462,110.35 -9,462,110.35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应收账款 126,649,539.06 -126,649,539.06  

其他应收款 1,513,047.20 584,298.61 2,097,345.81 

应收利息 584,298.61 -584,298.61  

固定资产 72,908,063.39 26,865.20 72,934,928.59 

固定资产清理 26,865.20 -26,865.20  

负债合计 315,908,086.22  315,908,086.22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1,635,322.92 141,635,322.92 

应付账款 141,635,322.92 -141,635,322.92  

其他应付款 28,363,365.00 165,611.11 28,528,976.11 

应付利息 165,611.11 -165,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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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卓栎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栎公司）、上海船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船鑫建设公司）及泸州市叙永县中船九院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叙永县公司）19家

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注销减少上海九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晟设计公司）1家；

因投资设立增加叙永县公司 1家；因股权转让增加船鑫建设公司 1家。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