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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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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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应急 股票代码 3005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国应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应昌 周南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 5 号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 5 号 

电话 027-87970446 027-87970446 

电子信箱 zgb@harzone.com.cn army03011184@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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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92,336,559.81 1,381,292,899.13 -7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231,392.88 124,115,391.05 -1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1,347,255.06 117,291,988.07 -13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0,886,908.13 -176,399,41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4 0.1419 -12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4 0.1419 -12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5.88%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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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013,945.53 3,942,732,425.77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6,985,609.01 2,133,042,475.65 9.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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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64% 435,328,83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

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2% 129,983,472    

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0 五

研究所） 

国有法人 2.13% 19,477,282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一九研究所） 

国有法人 2.13% 19,477,282    

夏琼 境内自然人 1.23% 11,257,700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1% 11,077,928    

夏信根 境内自然人 0.63% 5,766,2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5,142,73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0.51% 4,639,7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244,3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夏琼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57,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57,700 股。 

2.公司股东夏信根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766,232 股，实际合计持有 5,76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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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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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应急转债 123048 2020 年 04 月 10 日 2026 年 04 月 09 日 81,893.12 0.3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9.99% 43.19% -3.2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2.79 15.2 -381.5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创新进

取，为实现年度目标任务而不懈奋斗。 

（一）守初心，勇担当，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面对突发新冠疫情，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建立党员

干部网格责任区，实行党员联户、包干到人，层层压实疫情防控责任，每月检查防控落实情况，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形成

了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华舟汀岸”被评为“无疫情小区”，职工核酸检测无一例阳性。 

坚持一手抓生产经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统筹两地资源，实行精准复工，赤壁厂区2月18日首批提前复工、

3月9日全面复工，武汉厂区3月25日全面复工，生产经营得到了有序推进。 

一是市场部门在出行受限的情况下，主动作为，千方百计维护客户、抢抓订单，没有发生一起合同取消或索赔事例，没

有发生一起因疫情延期交付引起的商业纠纷事件。 

二是生产单位主动加班加点，抢时间、抓进度。干部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赤壁分公司开启“6+1”、

“8+3”模式，组织党员突击队，承担最苦最难的任务，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有效工作时间不足4个月的情况下，经济总量达到

上半年计划的100.83%，营业收入达到上半年计划的88.78%。 

三是管理部门主动服务一线，协调解决物资配套、资源调配等问题，加大考核力度，把生产经营任务完成情况与月度绩

效收入挂钩，提高了管理效率。 

（二）盯市场，攻难关，产品研发节奏加快 

紧盯重点科研项目，xx项目完成了出厂鉴定试验和技术归零，正在开展基地试验;XY、“XZ”项目继续参加机关比测;硬质

路面、X型站台正在开展产品试制，Y型渡桥、150软路面项目完成研制并交装;虹吸装备、应急停机坪等项目完成试制，进入

产品鉴定和应用推广阶段;自动化升降平台、充气式栈桥项目完成样机制造;X米应急机械化桥、Z型支援桥训练模拟器具备交

货条件。年度科研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持续加大科技开发力度,完成了发改委“十三五”国家军民融合示范项目立项论证研究，并成功中标，中标额1030万元。 

持续改进提升科研管理，全面落实三级审签和科研流程评审制度，责任延伸到科研、预研项目。扎实推进“双归零”，技

术人员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三）调结构，促转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深化资本运作。可转债项目完成发行并上市交易，募集资金8.1亿元，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阳光创谷”项目完成了科研大楼土方开挖，进入基础施工;赤壁产业园、X试验场项目正在开展竣工

结算和档案验收准备。 

（四）强基础、补短板，管理效率持续提升 



生产管理持续改善。以月度商品项目和转销项目为抓手，编制下发了生产项目过程管理方案，组织对年度重点科研和生

产项目进行策划评审，提高计划的科学性，签发项目责任令；制定并实施项目奖惩实施方案，建立任务清单，拉条挂账，实

行销号管理;大力推进目视化管理，坚持日产量检查、周计划考评，计划实现率明显提升。 

“成本工程”扎实推进。编制下发了“成本工程”实施方案，组织签订考核责任书，确保责任上肩;建立了成本费用统计、

分析机制，发布预警线，严控成本;清理赤壁厂区废旧物资646吨，创收157万元;对库存物资合理利用，金额201万元。梳理

疫情下国家支持企业优惠政策78项，已执行16项。 

四体系运行有效。完善质量安全制度体系，对体系文件进行了换版修订;压实质量安全责任，签订质量安全生产责任状

2237份，调查、处理、通报质量问题26起，质量损失与上年度同期大幅下降;持续开展“减存量、遏增量”管理活动，组织对

近三年的管理和技术问题进行“回头看”，落实两级公司“双归零”工作要求;加大对X试验场等重点区域监控，保护国家秘密安

全。上半年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事故和失泄密事件。 

各类风险基本可控。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修订了风险预警指标，风险预警机制进一步完善;组织召开风险防控专题

会，对市场、海外经营、财务等各类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制定了应对预案，形成了风险防控清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更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离序时进度差距较大，后续压力增大;二是手持订

单不足，对年度目标实现支撑不够;三是部分重点科研项目节点有所滞后，对形成订单有影响;四是上下游供应链衔接不够紧

密，物资配套、产品交付有差距;五是成本管控还有潜力可挖，苦练内功、提质增效有大量工作可做;六是海外项目的不确定

性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七是干部人才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领军型科技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

高端国际化人才、专业管理人才缺乏，不能完全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八是一些干部职工竞争意识、危机意识、担当意识不强，

能力素质还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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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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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我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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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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