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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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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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报告期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此方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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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轮渡 60316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武 周彬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2号 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2号 

电话 0535-6291223 0535-6291223 

电子信箱 zqb@bhferry.com zqb@bhferr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说明 

1、客货滚运输 

（1）客滚运输业务 

公司拥有烟台至大连航线、蓬莱至旅顺航线、龙口至旅顺航线客滚运输资质，是国内规模最



大、综合运输能力最强的客滚运输企业，拥有 9 艘大型客滚船运营，船舶总吨位 27.59 万吨、总

车道线 2.08 万米、总客位 1.57 万个。公司客滚运输业务收入来源于车辆和旅客的运费，其中车辆

的运费收入占航线总收入的 65%左右。客滚运输销售模式主要包括港口代理售票模式、社会机构

代理售票模式、自主销售模式。 

2020 年 3 月，为了进一步巩固公司客滚运输业务在渤海湾客滚市场的龙头地位，提升公司的

竞争实力和优势，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公司收购了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收购后实现了

胶东半岛由东向西客滚航线全覆盖，市场竞争力和掌控力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推动了渤海湾客滚

运输有序发展。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主营威海至大连航线的客滚运输业务，目前拥有 2 艘客

滚船，总吨位 5.87 万吨、总车道线 0.37 万米、总客位 0.44 万个。 

（2）货滚运输业务 

2016 年 8 月，公司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渤海轮渡航运有限公司，经营货滚运输业务。2017 年 2

月和 11 月，“渤海明珠”轮和“渤海金珠”轮货滚船投入运营。货滚运输业务作为客滚运输业务的补

充，收入来源于车辆和商品车的运费。货滚运输销售模式主要包括港口代理售票模式、社会机构

代理售票模式、自主销售模式。 

2018 年 8 月，为进一步发挥烟台、大连的综合交通枢纽作用，建设“南北货运大通道”，创造

陆海多式联运一体化运营模式，公司与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在烟台龙口

合资设立渤海恒通轮渡有限公司，经营货滚运输、集装箱运输、甩挂车运输、商品车运输等海上

货物运输业务。2020 年 11 月和 2021 年 1 月，“渤海恒通”轮和“渤海恒达”轮货滚船投入运营。通

过整合龙口和旅顺两地的港口资源、运输资源、仓储资源和服务资源等建立紧密合作的运营实体，

扩大服务辐射半径，连通东三省、华东地区及珠三角地区，形成服务链，从而提升物流和贸易服

务的辐射能力。 

2、融资租赁业务 

2017 年 7 月和 8 月，公司在香港和天津分别设立渤海轮渡（香港）租赁有限公司和天津渤海

轮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后，为有资金需求的境内外客户提供融资平台，有利

于促进公司的产融结合，实现“以融促产、以产带融”的良性互动局面。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增强公司金融板块的未来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邮轮业务 

公司 2014 年拓展了邮轮业务，拥有 1 艘“中华泰山”邮轮，为国内首艘自主运营与自主管理的

邮轮，主要运营三亚至菲律宾马尼拉、长滩，三亚至越南岘港、芽庄、胡志明，大连至日本福冈、

舞鹤、境港，威海至日本福冈、佐世保，天津至日本福冈、佐世保、长崎等港口航线。邮轮业务

销售模式以旅行社包船运营为主、自营为辅。 

4、国际客滚运输产业 

2013 年 2 月，公司与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韩国 HANARO(株)等韩方企业成立烟台渤海国际

轮渡有限公司，并且持有 30%的股权，为渤海国际轮渡第一大股东，2014 年 7 月 1 日公司以期租

客滚船的方式正式开通烟台-平泽航线。2015 年，渤海国际轮渡主要股东协商一致，在香港设立

了香港渤海国际轮渡，由香港渤海国际轮渡投资建造 800 客位“海蓝鲸”号客箱船，以光租的方式



租赁给渤海国际轮渡。2017 年 6 月 25 日“海蓝鲸”投入运营。 

    5、船舶燃油销售 

公司在客滚运输主业的发展思路，就是逐步介入客滚运输的上下游服务领域的关联产业，使

得公司的业务不断前移，实现公司在客滚运输领域的一体化运作，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公

司船用燃料油是公司客滚运输最大成本项目，发生额约占总成本的 30%以上，预计年耗用燃料油

将达到 9 万吨，每年耗用量非常巨大；同时国内较大的航运公司具有自己的燃油供应系统和期货

套保体系，通过这样方式来锁定和降低燃油成本；另外烟台市所属港口还没有经销燃料油的企业，

如果能开展此项业务，必将带来不菲的收益。因此 2016 年 7 月成立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

专属经营船舶燃油销售业务。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客（货）滚运输业务 

随着环渤海湾一体化经济区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和国家对

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的重点开发、扶持，环渤海湾地区有望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支撑未

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新增长极。渤海湾客滚运输行业的经济腹地包括我国东部沿海的

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间经济及人员交流频繁，

为渤海湾客滚运输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2011 年 1 月，国务院以国函[2011]1 号文件正式批

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

洋经济改革发展示范区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这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国家将在资金安排、项目布局、体制创新、政策实施等各方面给

予积极支持。其中，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海洋运输物流业"，进一步巩固提升烟台港作为"区

域性能源原材料进出口口岸和渤海海峡客货滚装运输中心"的地位；"加快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业，

打造国际知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致力于做大做强山东蓝色旅游品牌"。这些政策都将直接推动渤

海湾客滚运输货运和客运市场的快速发展。 

2、融资租赁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领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金融板块的未来盈利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利用香港和天津自贸区开放式的平台，可接触到国内外较广阔的市场，并

享受优惠政策。根据《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2015 年修正本）》和《商务部关于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审核管理部分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审批事项的通知》之规定，

公司在香港设立渤海轮渡（香港）租赁有限公司，并与渤海轮渡（香港）租赁有限公司在天津自

贸区设立合资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名称为天津渤海轮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渤海轮渡（香

港）租赁有限公司和天津渤海轮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别经营来自境外和境内的经营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业务、租赁咨询服务。 

3、邮轮业务 

邮轮经济是国际上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被称为“水上黄金产业”。邮轮经济不仅是一种

新兴产业，更是一种拉动消费、拉动内需的服务性产业，对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提升区域发展的

国际化、现代化水平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具



有积极作用。作为新型旅游方式的邮轮旅游行业进入中国发展，因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发展前景

被一致看好。但近几年，国内邮轮行业运力投入增速加快，市场竞争加剧。 

4、国际客滚运输业务 

随着中韩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烟台作为中国距韩国最近、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

之一，正受到韩商的青睐。隔海相望的地缘优势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得烟台市成为韩商的投资首

选。烟台对韩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多年来居所有与烟台有经贸关系国家和地区第一位，韩国

已成烟台经贸合作的重要国家。烟台市数目众多的韩资企业以及其他国际知名大公司的产品需要

大量出口到日韩、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地区，而且具有货值高、运输时效性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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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258,071,928.43 5,349,216,219.65 -1.70 4,979,688,647.29 

营业收入 1,166,791,511.30 1,662,883,330.44 -29.83 1,668,178,76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087,137.34 410,298,741.87 -66.83 400,742,5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95,396.52 259,835,085.64 -95.27 240,426,84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84,843,895.36 3,395,379,529.99 -0.31 3,444,071,16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054,456.92 566,755,794.11 -30.30 516,860,37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87 -66.67 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87 -66.67 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12.27 减少8.24个百分点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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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23,416.71 291,680,940.65 300,630,463.54 367,656,69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88,084.00 54,033,533.78 80,549,713.68 54,291,97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5,899,067.01 20,912,139.76 25,771,552.61 21,510,77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24,945.00 72,477,139.30 177,720,604.94 159,681,6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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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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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渔集团有限公司   183,158,705 38.74   无   国有法人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1,426,302 4.53   无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

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1,912,400 17,501,755 3.70   无   未知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

产如意 28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4,202,300 4,202,300 0.89   无   未知 

平安资管－中国银行－众安在

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90,000 2,490,000 0.53   无   未知 

刘海礁 2,042,100 2,042,1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红 1,950,000 1,950,000 0.41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超 1,919,300 1,919,300 0.41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海清 1,800,000 1,800,000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于新建 -250,000 1,610,000 0.34 51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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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6,679.1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9.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全体股东享有的净利润 13,608.7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6.83%。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公

司总资产 525,807.19 万元，比年初下降 1.70%；总负债 167,316.32万元，比年初下降 6.76%；资

产负债率 31.82%；股东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338,484.39万元，比年初下降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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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资产负债

表中新增“合同资产”与“合

同负债”科目。 

 合并报表： 

2020 年 1 月 1 日，预收款项：减少 7,267,068.12 元 

合同负债增加 7,221,279.43 元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 45,788.69 元 

母公司报表： 

2020 年 1 月 1 日，预收款项减少 573,227.00 元 

合同负债增加 527,438.31 元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 45,788.69 元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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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准则规定，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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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大连渤海轮渡票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天津渤海轮渡航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天津渤海轮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烟台渤海轮渡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渤海轮渡（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36.00% 36.00% 

渤海恒通轮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渤海邮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渤海轮渡（香港）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渤海国际轮渡（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烟台渤海轮渡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山东浩洋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088210341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2户，明细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烟台渤海轮渡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山东浩洋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 

注 1：本公司 2020 年新设立子公司烟台渤海轮渡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新设孙公司烟台海强珍

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玉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海强宝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海强翡商贸有限公

司、烟台海强翠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晶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钻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

玛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兴商贸有限公司、烟台海强翠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烟台海强晶经营服

务有限公司、烟台海强钻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烟台海强玛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烟台海强兴经营服

务有限公司。 

注 2：本公司 2020 年收购子公司山东浩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新设孙

公司威海海利商贸有限公司、威海海益商贸有限公司、威海海金货运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更及其他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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