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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1                               证券简称：中远海科                           公告编号：2020-044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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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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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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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jing@coscoshipping.com ma.chi@coscoshipp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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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811,811.63 521,348,205.08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565,163.93 49,577,567.97 16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306,060.52 44,331,523.11 4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119,646.38 -30,693,268.40 -35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63 0.1635 16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32 0.1635 1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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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8% 5.52%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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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234,013.40 3,317,210,380.82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3,784,937.70 955,225,283.27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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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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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 151,653,66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6% 4,193,900    

张雪勇 境内自然人 1.10% 3,415,900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5% 1,707,581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43% 1,318,458 1,026,643   

徐魏 境内自然人 0.40% 1,243,000    

蒋振军 境内自然人 0.32% 1,000,000    

金美玲 境内自然人 0.32% 996,472    

余汉清 境内自然人 0.32%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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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9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415,900 股。公司股东徐魏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43,000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43,000 股。公司股东蒋振军通过投资者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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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股东余汉清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8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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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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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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公司积极应对，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工

作。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4,811,811.63元，较上期增长12.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9,565,163.93元，较上期增长161.34%。公司主要业绩指标稳步增长，经营态势持续向好。 

（一）市场经营方面 

1、智慧交通业务 

公司继续深化重点区域市场经营，抢抓市场机遇，成功中标贵州都安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隧道提

质升级智能交通工程、宁夏S60高速公路和隧道提质增效智能交通工程、上海高架快速路视频改造工

程等项目。公司在青海、宁夏、贵州、重庆、上海等省市开展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系统优化升级，

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顺利恢复收费工作。 

2、智慧航运业务 

公司围绕中远海运集团数字化战略，全面提升主动服务意识，成功签订了集团会计核算标准化、

中远海运租赁系统开发等项目合同。开展实施集团数据集成平台建设、“船货易”平台3.0版本优化

升级、航标平台优化等平台型项目，有效发挥了对航运物流产业的数字化赋能作用。同时，针对海事

监管防疫需求，公司迅速研究开发出“船舶健康码”功能，在集团、宁波海事局、广州港务局实现快

速部署上线，为海事部门、港口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实现精准管控和决策辅助提供大数据支持。 

3、智慧物流业务 

公司充分发挥资源整合效益，持续加大智慧物流业务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拓展集团内外部市场，

深挖烟草等传统优势项目，成功签订了张家港市危化品运输信息化建设、中远海运物流统建安全管理

系统等项目合同。持续推进业务中台建设，平台目前能支持物流仓储全业态运行并正在中远海运物流

全面推广。 

4、智慧安防业务 

公司立足上海区域，持续深耕“雪亮工程”、“智慧公安”等市场业务，成功承接了中国联通上

海奉贤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项目、杨浦智慧公安智能图像监控二期等重大项目。高质量完成浦东

新区部分隔离酒店监控联网的整体接入工作，为疫情排查控制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二）科技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创新方法、创新机制，按照“业务数字化、数字业务化和服务平台化”

的数字化转型方针，努力打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互促互进的良好局面。积极开展以数据中台为基础的

数字化转型探索，打造集团数据集成平台实现业务数据可视化分析，研发的“船视宝”平台通过可视

化地图对全球船舶提供数据跟踪和行为识别，智慧高速云平台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收费综合业务平

台ITSN”荣获中国公路学会2020中国高速公路信息化创新技术奖，“中远海运云计算管理平台”被工

信部推选为2019年企业上云典型案例。 

（三）战略合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完成了战略投资贵州中南交科的股权交割、现金注资等相关工作。通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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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投资结构，与行业优势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做大做强智慧交通产业。 

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航运、智

慧综合物流、区块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进行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和市场拓展等全方位的交流

与合作，加快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四）管理提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积极落实防

疫物资，建立“对上对下一条线”的沟通联络机制，构建安全健康园区，疫情防控卓有成效。为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对工作的影响，采取一系列“云措施”，确保各项日常工作有序开展。 

多措并举加强精益管理，全面落实国资委中央企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要求，强化预算管理和执

行控制，做好成本管理跟踪分析，积极落实疫情防控优惠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批96名激励对象的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有

效调动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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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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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规

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

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

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上述经修订

的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与未完工程项目相关的应收款项调

整至合同资产，与合同相关的预收款调整至合同负债。 

本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日 调整数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122,874,355.14 -49,691,963.23 73,182,391.91 

合同资产  49,691,963.23 49,691,963.23 

预收款项 1,660,289,790.26 -1,660,289,790.26  

合同负债  1,660,289,790.26 1,660,289,790.26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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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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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全资及控股子公司3家，与上年4家相比，本年因转让贵州新思维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持股比例由60%减少为30%，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减少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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