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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谢春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胜洲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翟

文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末比

上年度

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1,019,561,361.55 58,634,669,141.44 58,634,669,141.44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952,124,378.41 25,562,623,364.76 25,562,623,364.76 1.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46,010,604.66 1,576,799,718.56 1,474,870,000.82 -52.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96,381,410.53 4,783,156,256.76 4,579,583,914.40 -2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2,225,963.68 1,268,272,087.61 1,266,453,532.48 -6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0,352,584.20 1,238,571,102.34 1,238,571,102.34 -7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8 4.99 4.90 减少

3.51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9 0.19 -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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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18 0.18 -66.67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招商局能源贸易

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CHINA MERCHANTS 

ENERGY SHIPPING (SINGAPORE) HOLDING PTE.LTD. 向关联方招商海通收购招商油贸 70%

股权，收购价格拟为 16,000,600 美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交易双方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

完成了招商油贸 70%股权的交割手续，公司收购合资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上年度已完成。本公司

与招商局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合并前后均受招商局集团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本公司对

上述公司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上述交易在上年度三季报时实现并表，本公司上年度已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上述交易形成的同一控制下合并的期初数进行了重述，本期对上年一季报同

期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2,421.8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11,835,146.7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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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14,189.15 营业外收入减支出后净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1,873,379.4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7,2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3,666,007,135 54.39 1,140,288,873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912,886,426 13.54  无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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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23,471,171 3.32  无  境外法人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130,597,014 1.94  无  其他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37,313,432 0.55  无  国有法人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33,214,311 0.49  无  境外法人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32,297,936 0.48  无  国有法人 

吴懿兵 24,851,130 0.37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14,472,270 0.21  无  其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账户 
12,785,891 0.19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2,525,718,262 人民币普通股 2,525,718,26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12,886,426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6,4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3,471,171 人民币普通股 223,471,17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30,597,014 人民币普通股 130,597,014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313,432 人民币普通股 37,313,432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33,214,311 人民币普通股 33,214,311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2,297,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297,936 

吴懿兵 24,851,130 人民币普通股 24,851,13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4,472,27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2,27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账

户 
12,785,891 人民币普通股 12,785,8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石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它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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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 1,083,726.90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6.32%，主要因报告期内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银行借款增加； 

（2）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报告期末余额 111,058.61 万元，比年初余额减少 9.02%，主要因

报告期末油轮市场低迷运费降低所致； 

（3） 预付款项：报告期末余额 57,107.68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2.88%，主要是预付船舶港

口使费有所增加； 

（4） 存货：报告期末余额 119,856.03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9.52%，主要因油价上涨船存燃

油增加； 

（5） 合同资产：报告期末余额 101,994.68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9.25%，主要因报告期末未

完航次增加； 

（6）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余额 20,297.68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25.43%，主要因本期支

付待摊销的船舶保险费用增加； 

（7） 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 114,508.26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20.71%，主要是本期下属公

司支付 2 艘 6.2 万吨 MPV 散货船和 2 艘 VLCC 的造船进度款； 

（8） 使用权资产净额：报告期末余额 140,378.09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9.63%，主要是报告

期内增加新的长期租赁船舶运力； 

（9） 应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 184,303.16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18.37%，主要因本期燃油价

格较年初上升； 

（10） 合同负债：报告期末余额 36,566.38 万元，比年初余额减少 32.16%，主要因报告期内运

费降低预收的租金运费较年初减少； 

（11） 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 60,170.56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36.98%，主要系燃油价格

上升代管船舶业务的暂估成本增加所致；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余额 540,713.90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66.23%，主

要因本期重分类至该项目的长期借款以及新增租赁负债一年内到期金额的增加； 

（13） 租赁负债：报告期末余额 90,997.49 万元，比年初余额增加 24.57%，主要是报告期内干

散货船队新增租入船舶运力导致租赁负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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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营业收入：报告期发生额 359,638.14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减少 24.81%，主要因报

告期内油轮平均运费率减幅较大导致收入减少； 

（15） 销售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额 17,978.14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增加 13.79%，主要

因公司运营及船队规模扩大，人工以及各项管理成本提高； 

（16） 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额 10,037.78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减少 51.21%，主要因本

期利息支出随利率下降而减少； 

（17） 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发生额 1,962.21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增加 564.95%，主要

因本期境内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按照法定税率预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 

（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 74,601.06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减少

52.69%，主要因本报告期内油轮平均运费率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大幅降低； 

（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净流出 9,360.52 万元，比重述后上期发生额

减少 92.93%，主要系上期有支付同一控制下合并 DS 公司、MP 公司、SSML 公司等四家公司（原

香港上市的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旗下干散货船队及 LNG 船项目股权等资产）的对价。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向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73,507,457股，募集资金总额3, 609,999,969.52元。上述新增股份登记

手续于2020年1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招商局轮船有限公

司认购的373,134,328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7名发行

对象认购的共计300,373,129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已于

2021年1月8日解除限售。详情请参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公告编号：2020[002]、2021[001]）。 

（2）报告期，公司持股 30%的合资公司接收 1 艘 32.5 万载重吨级的超大型矿砂船（“VLOC”），

投入营运。至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批准的关于下属公司与工银租赁

共同投资 6 艘 32.5 万载重吨级 VLOC 船舶合资项目涉及的 6 艘 VLOC 船舶已全部交付并投入运

营。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拥有和控制营运中的 VLOC 37 艘（其中，100%股权 40 万吨级 14 艘，

30%股权 40 万吨级 14 艘；30%股权 32.5 万吨级 6 艘；代管 40 万吨级 3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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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接收了 1 艘 3800 车位的滚装运输船。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滚装船队自有船舶数量达到 22 艘。 

详情请参阅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 [013]、2021 [025]）。 

（3）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国际原油运输市场自去年四季度以来陷入深度低迷，航线市场指数大幅下降。报告期，VLCC

即期市场运费率跌至数十年最低位，理论评估值一度跌至负数。但公司油轮船队在 2020 年市场高

位锁定了若干期租、COA 等租船合同，报告期发挥大客户优势积极争取相对优质货源，并采取了

超低速航行等多项降本增效措施，因此一季度油轮船队仍然保持盈利。报告期，公司油轮船队实

现营业收入 10.13 亿元，同比减少 17.69 亿元。 

报告期国际国内干散货运输市场淡季不淡，煤炭和粮食需求强劲，中小船型市场表现亮眼，

总体明显好于预期。公司干散货船队近年来的连续并购 2020 年告一段落，经营管理的各项整合工

作进入深入阶段，随着市场的复苏，预计规模效益和整合效益将逐步体现。报告期末，公司散货

船队自有和租入的干散货船超过 140 艘（包括 34 艘自有和合营 VLOC，16 艘自有好望角型散货

船及 30 艘自有及租入巴拿马型散货船等），其中 VLOC 为长期锁定项目，其余船舶在市场以程

租、TCT（航次期租）、期租（5-8 个月、11-13 个月为主）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报告期公司散

货船队实现营业收入 20.56 亿，同比增加 4.43 亿元，盈利贡献显著增加。 

滚装运输市场在疫情逐渐受控，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多项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背景下，

国内汽车产销稳步恢复。公司积极开发新市场、新客户，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拓新能源汽车市场，

滚装运量同比显著上升。报告期，公司滚装船队实现营业收入 2.93 亿，同比增加 1.56 亿元，大幅

扭亏。 

(4) 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期初数事项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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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追溯

调整。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变更会计政策，自 2021 年一季报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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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不重述 2020 年比较期间数据，新旧准则转换对期初留存收益等科目具体影响金额（未经审计）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金额 
2021 年 1 月 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预付款项 511,001,879.09 -5,093,173.82 505,908,705.27 

其他应收款 2,400,835,843.65 873,219.30 2,401,709,062.95 

长期应收款 - 2,464,220.65 2,464,220.65 

固定资产原价 60,675,632,585.16 -1,040,524,805.02 59,635,107,780.14 

减：累计折旧 12,997,105,081.05 -299,379,425.89 12,697,725,655.16 

固定资产净值 47,678,527,504.11 -741,145,379.13 46,937,382,124.98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171,732,534.78 -29,496,645.83 9,142,235,888.95 

固定资产净额 38,506,794,969.33 -711,648,733.30 37,795,146,236.03 

使用权资产原值 - 1,724,660,380.80 1,724,660,380.80 

减：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 512,445,822.14 512,445,822.14 

使用权资产净值 - 1,212,214,558.66 1,212,214,558.66 

减：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 38,763,687.26 38,763,687.26 

使用权资产净额 - 1,173,450,871.40 1,173,450,871.4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27,248,483.01 225,638,345.08 3,252,886,828.09 

租赁负债 - 730,481,809.05 730,481,809.05 

长期应付款 473,707,611.96 -472,702,777.36 1,004,834.60 

预计负债 145,665,156.54 -9,267,041.42 136,398,115.12 

未分配利润 4,914,283,129.64 -12,465,458.21 4,901,817,671.43 

少数股东权益 441,513,090.30 -1,638,472.91 439,874,617.3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春林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