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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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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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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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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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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047,823.25 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55,625,8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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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2,581.84 元，母公司

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01,329,777.69 元，累计资本公积金为 2,746,090,416.10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736,249,883 股，每 10 股派 0.6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4,174,992.98 元（含

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9%，本年度不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上述事项已经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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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来和 刘晨璐 

办公地址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 

电话 （021）63022385 （021）63022385 

电子信箱 mail@cssckj.com mail@cssck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为建筑业，但作为中船工业集团控股的国有上市公司，其主营业务

依然系在船海业务基础上向外延展。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2021 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相关内容显示，全国

建筑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下同）完

成建筑业总产值 293079.31 亿元，同比增长 11.04%；完成竣工产值 134522.95 亿元，同比增长

10.12%；签订合同总额 656886.74 亿元，同比增长 10.29%，其中，新签合同额 344558.10 亿元，

同比增长 5.96%；实现利润 8554 亿元，同比增长 1.26%。截至报告期末，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

业企业 128746 个，同比增长 10.31%；从业人数 5282.94 万人，同比下降 1.56%。经初步核算，202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1436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8013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1%，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6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 年船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相关内容显

示，2021 年，全国造船完工 3970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0%。承接新船订单 6707 万载重吨，同

比增长 131.8%。12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9584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4.8%。全国完工出口船 3593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9%；承接出口船订单 5936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42.8%；12 月底，手持出

口船订单 8453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29.6%。出口船舶分别占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

订单量的 90.5%、88.5%和 88.2%。2021 年 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 1093 家，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4252.2 亿元，同比增长 9.6%。其中，船舶制造企业 2622.3 亿元，同比增长 8.4%；船

舶配套企业 737.5 亿元，同比增长 5.2%；船舶修理企业 257.4 亿元，同比下降 9.6%；船舶改装企

业 32.7 亿元，同比下降 6.6%；海工装备制造企业 543.8 亿元，同比增长 41.9%；航标器材及其他

浮动装置的制造企业 4.4 亿元，同比下降 6.4%。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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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华海的船用舱口盖、艏艉

通道、舷侧通道、斜坡板、集装箱绑扎系统等船用设备业务为主。 

中船九院作为船舶工业、海军建设重要的设计科研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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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科技引领，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集中优势资源，聚焦重点业务，

调整生产组织模式，持续打造船舶工业规划建设的核心能力，保持行业优势地位，同时，公司坚

持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工程服务，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以转型增效益，坚持创

新发展为第一动力，持续做强设计咨询、做优总承包、做稳投融资，拓展科技产业化和智能工厂

数字化平台创新业务，全面实施“3+2”战略布局。 

 

2、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系以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作为经营主体，持续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科研技术、管控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抓手，落实高质量发展和战略规划

落实，继续推进深化改革，整合内部资源，调整生产组织机构，通过其已有的专业实力，建立有

效业务渠道，收集业务信息，加强业务跟踪，积极维护客户关系，密切关注行业动态，有序推进

各项业务的承接。2021 年度，公司仍受新冠疫情在个别区域反复发生的影响，部分区域的经营工

作无法按原计划赴当地与有关业主交流沟通，但公司仍积极推进线上交流模式，通过视频、电话、

邮件等方式增进与客户的交流，积极维护客户关系，坚持经营与防疫“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

态度，公司设计咨询业务总体保持稳步发展，并通过提升核心技术能力，积极拓展公司科技产业



化业务，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工程总承包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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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853,642,486.76 9,052,054,033.92 -13.24 9,195,870,0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55,663,668.72 3,923,608,083.05 0.82 3,882,673,958.99 

营业收入 2,409,471,909.26 1,874,937,663.65 28.51 3,328,387,82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047,823.25 143,459,993.44 -44.20 137,750,83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059,538.48 -28,195,594.52 不适用 -74,182,21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7,625,963.52 656,312,067.54 -50.08 256,063,31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3 3.69 减少1.66个百分点 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87 0.195 -44.26 0.1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87 0.195 -44.26 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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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602,648.71 641,625,323.67 815,237,644.15 487,006,29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35,293.52 71,899,536.42 8,604,623.30 -4,291,6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741,100.86 66,402,585.87 5,178,164.31 3,776,53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9,025,581.94 -74,778,378.24 24,725,053.59 108,653,706.2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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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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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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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珏 / 5,105,280 0.69 / 未知 /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基建工

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613,883 4,204,500 0.57 /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57,504 3,835,244 0.52 / 未知 / 未知 

金文辉 / 2,089,800 0.28 / 未知 / 未知 

汤宝辉 1,203,900 1,803,900 0.25 / 未知 / 未知 

韩飞 / 1,407,200 0.19 / 未知 / 未知 

刘云 / 1,289,275 0.18 / 未知 / 未知 

杨宏伟 0 1,146,945 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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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一致行动人；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另八位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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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中船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40,947.19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8.5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4.78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4.20%，其中，承接工程设计、勘察、

咨询和监理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5.74 亿元，工程总承包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17.29 亿元，土地整理服

务营业收入约为 0.11 亿元，船舶配套业务营业收入约为 0.43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华海完成

其持有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处置确认投资损失所致，影响金额约为 6,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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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

院工程总承包业务的收入及毛利增加，且其报告期内的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