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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本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王景、财务总监刘建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

实、完整。

1.4 本报告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1.5 备查文件

1.5.1 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

的财务报表。

1.5.2 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

原稿、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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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南洋 5

股票代码 400023

董事会秘书 周文锋

联系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81 号南洋大厦 2006、2007

电话 0898-68532312

传真 0898-68510067

电子邮箱 sed@nyshipping.com.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85,684,637.68 106,653,896.34 -19.66

股东权益
46,357,384.72 90,313,121.33 -48.67

每股净资产
0.186 0.363 -48.76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0.186 0.363 -48.76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4,470.43 -12,130,542.43 86.0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68 -0.0487 -86.04

2.2.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18 年 7-9 月 2017 年 7-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利润 1,055,141.77 1,763,061.44 -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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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377,466.02 1,783,274.33 -22.76

基本每股收益 0.004 0.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 0.004 0.007 -42.86

净资产收益率 1.54% 20.12%
-92.35

2.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8 年 7-9 月

营业外收支净额 -429,765.67

补贴收入 0.00

合 计 0.00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截止 2018 年 9 月 28 日) ：12,436 户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车小波 17,500,000 流通股

海南大唐实业有限公司 9,804,900 流通股

陈维涛 5,524,230 流通股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5,166,779 流通股

海南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3,430,350 流通股

山西恒嘉信贸易有限公司 3,060,498 流通股

陈明雄 2,128，514 流通股

毛丽君 2,125,620 流通股

李杰 1,817,310 流通股

井全兰 1,720,040 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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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第三季度，公司根据市场形势新变化，以及结合公司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主抓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结合政府规划部门新的指导意见，在满足智

能停车同时兼具经营功能的基础上，公司重新修改了“南洋商务楼”项目设计方案，

积极调整、完善各项报建手续，以加快报建工作，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给公

司带来长期、稳定的资产收益；二是公司加快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质量步伐。公

司通过资产置换收购股权的方式，将自有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资产置换出去，以进

一步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及增加公司资产收益，同时平衡公司资产负债表，增强公司长

期的运营资本与优化税收成本。目前公司已组建团队负责运营置换进来的 3,588.94 平

方米商业房产，以确保上述房产获取长期、稳定的收益；三是由于海关资质备案以及

业务市场准入手续办理缓慢，再加上流动资金不足，公司合资子公司杭州航迪进出口

有限公司的跨境电商贸易业务在第三季度未能正常开展，目前公司已抓紧调配人力物

力资源，与合资公司股东紧密合作，积极推进合资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以带来

良好的经营效益。

第三季度公司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以及加快优化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的产

品结构，陆续剔除毛利低的大宗交易产品，增加毛利高的大宗交易产品。在应收账款

回笼及大宗商品贸易产品结构的调整过渡期，公司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有所回落。下

一步公司将着力抓紧应收账款的回笼，同时拓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量，以促进第四季

度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运行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

响企业正常经营不确定因素增多，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

发展变化新趋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总抓手，主

动适应、把握海南加快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借力地缘优势和优势

资源，对标海南自贸区总体方案，积极参与海南自贸区各类项目合作建设，结合当前

政策安排，通过不限于重组、增发、并购、举债等各种方式来迅速做大做强公司主业，

同时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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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和说明

3.2.1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与黄树平等 51 人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黄树平等 51 人同意将法院生效判决

所确认对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人民币 5,641,914.00 元债权以及债权衍

生的所有利息和其他权利整体转让给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后，由洋

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按协议约定支付给黄树平等 51 人最低生活费和经济补偿

金。另 2018 年 5 月，公司与黄树平等人达成和解，由此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回再审申请。近日公司收到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申 879 号《民事裁

定书》，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本次诉讼债权转让事项及撤回再审申请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3 会计政策、会计评估、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局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发生大幅度

变化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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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9,098.56 3,903.84 2,373,728.75 5,678.1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36,848,069.80 37,937,688.00 44,651,853.00 43,656,853.00

预付帐款 3,266,121.92 3,171,121.92 4,759,202.70 4,664,202.7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3,126,251.53 14,428,319.86 19,837,070.18 23,336,220.65

存货 201,841.14 125,040.14 125,040.14 125,040.14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3,691,382.95 55,666,073.76 71,746,894.77 71,787,994.6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2,952,997.08 7,817,397.0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119,243.79 158,804.35 8,487,055.27 8,483,784.16

在建工程 208,627.99 140,000.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23,951,470.28 15,784,490.29 24,561,946.40 16,259,608.75

商誉 0.00 4,087.23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13,912.67 1,712,662.67 1,713,912.67 1,712,662.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993,254.73 40,608,954.39 34,907,001.57 34,273,4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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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85,684,637.68 96,275,028.15 106,653,896.34 106,061,447.26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帐款 100,000.00 0.00 1,626,153.62 1,626,153.62

应付职工薪酬 149,838.53 142,898.53 182,424.40 182,424.40

应交税费 3,449,174.84 3,282,767.09 6,262,768.54 6,069,546.09

应付利息 8,360,500.05

应付股利 0.00 0.00 2,325,827.38 2,325,827.38

其他应付款 18,917,739.54 424,000.00 5,943,601.07 5,943,601.07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0,977,252.96 3,849,665.62 16,340,775.01 16,147,552.5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35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350,000.00 0.00

负债合计 39,327,252.96 3,849,665.62 16,340,775.01 16,147,552.56

股东权益:

股本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资本公积 235,954,504.79 283,711,384.63 281,711,384.63 281,711,384.63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7,458,927.23 7,458,927.23 7,458,927.23 7,458,927.23

未分配利润 -445,774,175.30 -447,463,077.33 -447,575,318.53 -447,974,545.16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合并报表填

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46,357,384.72 92,425,362.53 90,313,121.33 89,913,894.70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46,357,384.72 92,425,362.53 90,313,121.33 89,913,8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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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股东权益

合计 85,684,637.68 96,275,028.15 106,653,896.34 106,061,447.26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符小娟

二、损益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9 月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收入 75,082,899.3 70,608,256.75 133,759,821.78 119,988,569.94

减：营业成本 67,300,327.01 66,977,851.99 124,132,245.24 110,382,703.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5,935.18 68,937.08 209,772.12 201,058.63

销售费用 51,183.73 51,183.73 48,566.46 46,557.87

管理费用 2,961,149.92 2,759,909.27 5,652,194.25 5,391,686.45

财务费用 63,656.10 -195,791.90 -4,856.17 -1,752.62

资产减值损失 2,025,000.00 2,000,000.00 -106,162.31 -106,162.3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亏损以“-”

号填列） 35,986.10 35,986.1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601,633.46 -1,017,847.32 3,828,062.19 4,074,478.86

加：营业外收入 3,958.53 3,000.00 107,319.13 107,319.13

减：营业外支出 439,329.06 434,392.53 300,008.29 300,008.2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

号填列） 2,166,262.93 -1,449,239.85 3,635,373.03 3,881,789.7

减：所得税费 365,119.7 365,119.70 970,447.43 970,447.43

四、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801,143.23 -1,814,359.55 2,664,925..60 2,911,342.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 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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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2018 年 1-9 月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3,744,159.96 165,383,783.2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52,887.02 119,748,783.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397,046.98 285,132,567.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314,790.29 175,313,473.3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3,765.41 1,588,013.78

支付的各种税费 511,015.70 5,170,949.4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61,946.01 115,190,673.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091,517.41 297,263,109.67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694,470.43 -12,130,542.4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8,388.00 104,643.5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102,5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88.00 12,207,143.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12.00 -12,207,143.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符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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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1,995.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1,995.40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21,995.4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24,853.83 -24,337,685.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73,507.49 27,301,992.8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8,653.66 2,964,306.95

补 充 资 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亏损"-"号填列) 1,801,143.23 2,664,925.60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2,025,000.00 -106,162.31

固定资产折旧 121,869.21 281,339.96

无形资产摊销 610,476.12 617,650.2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的损失((收益以"-"填列) 6,291,563.6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填列)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63,656.10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35,986.1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26,540.58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6,801.00 -123,090.6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33,788,608.20

-6,254,439.1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21,293,216.53

-9,237,306.6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470.43 -12,130,542.4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内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49,098.56 2,964,3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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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371,761.21 27,301,992.88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24,853.83 -24,337,685.93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符小娟

四、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8 年 1-9 月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1,775,479.96 149,023,860.2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24,693.02 68,734,124.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5,300,172.98 217,757,985.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154,790.29 158,926,746.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00,465.41 1,516,397.29

支付的各种税费 294,991.98 5,151,652.1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21,316.17 67,232,021.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871,563.85 232,826,817.76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28,609.13 -15,068,832.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8,388.00 9,643.5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102,5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88.00 12,112,143.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12.00 -12,112,143.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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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1,995.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1,995.40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21,995.4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74.27 -27,180,976.0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78.11 27,301,992.8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03.84 121,016.82

补 充 资 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亏损"-"号填列) -1,814,359.55 2,911,342.27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2,000,000.00 -106,162.31

固定资产折旧 119,763.21 280,321.07

无形资产摊销 475,118.46 482,292.5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的损失((收益以"-"填列) 6,291,563.6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填列)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195,791.90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35,986.1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26,540.58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23,090.6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6,447,048.40 -8,340,290.5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12,858,747.07 -10,199,785.52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609.13 -15,068,832.56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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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内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903.84 121,016.82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5,678.11 27,301,992.88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74.27 -27,180,976.06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符小娟

五、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合并)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9 月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实收资本（或股本）：

期初余额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本期增加数

其中：资本公积转入

盈余公积转入

利润分配转入

新增资本（或股本）

本期减少数

期末余额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二、资本公积：

期初余额 281,711,384.63 285,996,487.55

本期增加数

其中：资本（或股本）溢价

接受损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接受现金捐赠

股权投资准备

拨款转入

外币资本折算准备

关联方交易差价

资本评估增值准备

其他资本公积 -45,756,879.84

本期减少数

其中：转增资本（或股本）

期末余额 235,954,504.79 285,996,487.55

三、法定和任意盈余公积：

期初余额 7,458,927.23 7,458,927.23

本期增加数

其中：从净利润中提取数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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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盈余公积

企业发展基金

法定公益金转入数

本期减少数

其中：弥补亏损

转增资本（或股本）

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

分派股票股利

期末余额 7,458,927.23 7,458,927.23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余公积

企业发展基金

四、法定公益金：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数

其中：从净利润中提取数

本期减少数

其中：集体福利支出

期末余额

五、未分配利润：

期初未分配利润 -447,575,318.53 -455,865,064.25

本期净利润 1,801,143.23 2,664,925.60

本期利润分配

期末未分配利润 -445,774,175.30 -453,200,138.65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符小娟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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