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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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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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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钢 工作原因 王良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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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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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工 6019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祖辉  

电话 010-88508596 010-8850859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s@csicl.com.cn investors@csicl.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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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0,303,702.88 19,544,871.42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435,547.83 6,373,388.86 32.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35,583.57 23,166.96 53.60 



量净额 

营业收入 1,941,906.63 1,922,820.96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5,252.09 62,777.54 5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9,064.09 1,375.07 6,37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8 1.09 增加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044 0.034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044 0.034 29.4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5,9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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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8 7,820,577,476 581,952,117 无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2 1,810,936,360 86,556,169 无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8 1,390,285,391 1,390,285,391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873,430,059 873,430,059 无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4 511,832,746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1.90 434,278,046 0 无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385,109,052 385,109,052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 348,529,396 348,529,396 无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国有法人 1.52 347,571,347 347,571,347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71,275,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明 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因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国内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贸易

保护主义的加剧，也给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带来挑战。 

全球船舶市场的回升势头在今年上半年得到进一步延续，行业人士普遍认为，现阶段国际船

舶市场已走出历史绝对谷底，未来风险与机遇并存，复苏之路仍将漫长。国内船舶行业也继续呈

现回暖之势，上半年新承接船舶订单同比大幅增长，手持船舶订单止跌回升，造船完工量同比下

降。不过，由于航运和造船市场的供需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行业仍未摆脱低迷态势，盈利难

的问题仍然严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1-7月，船舶行业 80 家重点监测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1383亿元，同比下降 8.4%；利润总额 12.2亿元，同比下降 32.2%。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抓住行业回暖契机，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生

产经营稳步增长。一是聚焦主业主责，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军工任务，一批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

进展，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与海工产品完工交付；二是主动开拓市场，紧盯优势紧抓高端，

持续推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千方百计推动海洋装备产业稳步发展；三是开展“三去一降一

补”，努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深挖潜能降本增效，不断深化瘦身健体，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19 亿元，同比上升 0.99%；利润总额 8.21 亿元，同比上

升 1,696.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3亿元，同比上升 51.73%；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1亿元，同比增长 6,377.06%；基本每股收益 0.044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截至2018年 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2,030.37亿元，同比增长上升 3.88%；负债总额1,192.97



亿元，同比上升 6.43%；所有者权益总额 837.40 亿元，同比增长 0.45%，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843.55亿元，同比增长 32.3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3.69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和投资项目的

竣工达产，各子公司生产性固定资

产规模及类型大幅增加，其中部分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已与公司实际经

营状况不相符合，为更加客观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充分

考虑行业特点和公司经营发展情

况，公司对现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 2018 年 4

月 25日审议通

过 

2018年 4月 1日 

本次变更导致公司 2018

年 4-6 月增加营业成本

1,848.03 万元，减少利

润总额 1,848.03万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