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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证券代码：600428         公告编号：2022-028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所涉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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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特”或“公司”）参股子公司中

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或“中远海运财务”）拟进行股权结

构调整，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拟向公司转让财务公司3.5214%的股权，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中

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中远船务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中国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拟向新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远海运物流有限

公司合计转让财务公司29.9276%的股权（上述交易以下合并简称“本次股权调整”或“本次

交易”）。针对财务公司本次股权调整中向新股东转让的部分，公司拟放弃按公司相对持股

比例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本次股权调整完成后公司持有财务公司的总股比维持6.7226%不变。 

2、上述相关转让方均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

海运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前述主体均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放弃优

先购买权构成公司的一项关联交易。 

3、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股权调整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批准。 

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连同本次交易，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未履行过披露义务的交易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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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但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进一步优化自身股权结构，使得财务公司

的股权（出资）结构与财务公司服务各成员单位的业务规模更加匹配，拟

进行股权结构调整。 

本次股权调整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远

洋运输有限公司拟向公司转让财务公司3.5214%的股权；中远海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拟向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转让财务公司10%的股权；中远海运国

际货运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

司、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中远船务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转让其合计持有的财务公司15.1258%股权；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中

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拟向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转让其合计持有的财务公

司4.8018%股权。本次股权调整完成后，财务公司部分原有股东退出，财务

公司的股东数量由15家调整为8家。 

本次股权调整完成后公司持有财务公司的总股比维持6.7226%不变。本

次调整前后，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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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投资比例 

序

号 
股东名称 投资比例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1.2083%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1.2083% 

2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4.4817% 
2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4.8018% 

3 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0.3201% 

4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6.4025% 3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0000% 

5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2.5610% 

/ 

6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0.3201% 

7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0.6402% 

8 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1.2005% 

9 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0.8003% 

中远海运集团小计 47.9347% 中远海运集团小计 46.0101% 

10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7.8430% 4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1258% 

11 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3.2012% 5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7.843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11.0442%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22.9688% 

1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3.3840% 6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3.3840% 

13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0.9145% 7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0.9145% 

14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3.2012% 
8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6.7226% 

15 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3.5214%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6.7226%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小计 6.7226% 

合计 100.0000%  合计 100.0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除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

司与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财务公司股东之间的转让外，其余各笔股权

转让均属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剔除该笔交易后，现有股东合

计向新股东转让的股权比例为29.9276%。针对该部分股权，公司拟按照公

司持股占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的相对比例，放弃公司可行使的优先购

买权。 

财务公司本次股权调整的交易价格以具备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各方协商

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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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4月29日出具的《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12092号），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财务公

司100%股权的评估值为9,116,388,200元。经测算，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比

例对应的交易金额为164,272,684.24元。 

本次股权调整的目的和原因详见本公告“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

影响”。 

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放弃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所涉优先权利的

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调整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批

准。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连同本次交易，公司过去十二个月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

的、未履行过披露义务的交易累计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已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但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中远海运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的股

权比例为 50.94%。除公司外，财务公司的其他股东为中远海运集团及其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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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上述主体均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股权调整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MMXL 

成立时间 2016 年 2 月 5 日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628 号 

法定代表人 万敏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

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

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

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

投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6,151,263,404.28 1,037,771,552,803.32 

负债总额 559,657,985,218.73 597,647,226,022.1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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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416,493,278,185.55 440,124,326,781.21 

资产负债率 57.33% 57.59%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1,537,210,286.10 158,989,143,438.57 

净利润 105,034,951,868.61 26,344,652,852.93 

 

2、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449P 

成立时间 1983 年 10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1337.2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 220 号楼 11 层 1101、12 层 1201 

法定代表人 韩骏 

经营范围 

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船舶管理；代理中外籍从事国际客、货运输和科

学考察，水上工程各类船舶在中国港口及有关水域的服务业务（含对

船、货、集装箱、船员的服务），承揽进出口货物，办理订舱、租船、

储运、代运、报关、旅游（专指船员）、海陆空国际多式联运和门到门

运输代理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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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74,828,043.66 

负债总额 4,960,269,645.61 

净资产 114,558,398.05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983,673.84 

净利润 127,418,494.86 

 

3、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67339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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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1987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 220 号楼 18 层 1801 

法定代表人 韩骏 

经营范围 

港口理货；港口经营；经济贸易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港口经营、港口理货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40,157,994.58 

负债总额 43,231,875.59 

净资产 996,926,118.99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74,456,773.09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00% 



9 

 

净利润 110,872,441.34 

 

4、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1011665951 

成立时间 1995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888,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七道交口远航商务

中心 12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然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国内船舶管理业务；港口经营；旅游业务；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住宿服务；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餐

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

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管理业

务；贸易经纪；进出口代理；船舶港口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酒店管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养老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广告制作；通信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日用百

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健身休闲活动；会议及展

览服务；停车场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洗染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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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65,385,709.45 

负债总额 987,009,700.49 

净资产 5,178,376,008.96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121,631,401.58 

净利润 49,807,368.03 

 

5、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264610857A 

成立时间 1985 年 7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605,789.42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1 号 

法定代表人 潘立东 

经营范围 

从事机务、海务和安排维修业务；从事船舶买卖、租赁以及其他船

舶资产管理业务。国内沿海散货船海务、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

染管理。为中国籍、港澳台地区籍及外国籍海船提供配员，代理船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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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用人单位管理海船船员事务，代理海船船员申请培训、考试、办

证等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服务（金融、证券除外）；

船舶管理、租赁；项目投资；房屋租赁和场地租赁；国内劳务派

遣；新材料的研发、加工制造和销售；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研

发、推广及销售；物流服务；仓储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

有房地产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49,360,026.46 

负债总额 1,052,395,387.43 

净资产 3,096,964,639.03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247,743,684.48 

净利润 19,789,927.53 

 

6、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050328X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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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1993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129,035.63383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268 号远洋大厦 27、29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新川 

经营范围 

远洋货物运输；沿海货物运输；内河货物运输；国内沿海旅客运

输；国际班轮旅客运输；内河旅客运输；港口旅客运输服务；船舶

管理业务；船舶港口服务；其他未列明水上运输辅助活动（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事项）；国内劳务派遣服务；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船

舶修理；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旅客票务代理；其他未列明

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商务信息

咨询；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兼营：承办租赁、买卖船舶

业务；信息咨询服务；房屋出租。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33,933,024.39 

负债总额 809,100,188.85 

净资产 1,024,832,835.54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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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092,889,922.84 

净利润 3,349,482.48 

 

7、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0905C 

成立时间 2003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桐西路 10 号 AB 座 15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力国 

经营范围 

为外轮、远洋船舶、沿海、内河水上船舶及港口生产用供应成品油

及淡水；船用成品油的进出口及与国外换油业务；利用现有的油

库基地和设备，对外开展船用润滑油来料加工业务；对国外石油

公司代供船用成品油；成品油的仓储、运输；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

成品油：煤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19 日）；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

商品以外的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

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销售燃料

油、润滑油。（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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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658,498,191.64 

负债总额 10,351,491,401.62 

净资产 2,307,006,790.02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58,512,357,186.52 

净利润 -640,897,254.89 

 

8、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18737L 

成立时间 1993 年 8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385,752.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 号院 1 号楼 9 层 908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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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梁岩峰 

经营范围 

船舶的修理、制造、拆解；生产涂料；家具制造；承包本行业境外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设施、设备的拆

解；船舶解体设备及材料、集装箱的代购、代销；购销机电设备及

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品）、船舶设备及配件；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涂料；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交流、技术培训；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设备租赁（汽车除外）；服装制造；自营和代理除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

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763,112,984.20 

负债总额 5,959,132,556.66 

净资产 7,803,980,427.54 

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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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878,637,765.99 

净利润 -1,327,722,632.03 

 

9、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13138316323L 

成立时间 1988 年 5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134,877.620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大街 37 号 

法定代表人 梁岩峰 

经营范围 

修理各类中外船舶（特种船、高性能船舶除外）及提供相关服务；

修理、建造、改装各类海上钻井平台等海洋工程设备；设计、生产

销售陆用、船用金属结构件及船舶配件；承包境外船舶维修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技术、管理、代理服务与咨

询；自有房屋、场地设备设施租赁；修船废钢及其他废旧物资的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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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830,212,396.61 

负债总额 42,048,316,828.04 

净资产 -26,218,104,431.43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0,335,116,540.17 

净利润 -1,073,735,650.67 

 

10、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933273 

成立时间 1997年 11月 11日 

注册资本 2,366,433.7165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78号 23层 

法定代表人 杨志坚 

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海上集装箱运输，接受订舱，船舶租赁，船舶买卖，船

舶物料、备件、伙食、燃油的供应及与海运有关的其它业务以及陆

上产业，国内沿海货物运输及船舶代理，通讯服务，船员劳务外派

业务，仓储及货物多式联运，内地对外开放港口至香港、澳门之间

的船舶运输业务， 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

船、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除经纪）。【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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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213,550,148.92 214,049,670,416.05 

负债总额 122,518,088,505.31 145,365,751,337.94 

净资产 50,695,461,643.61 68,683,919,078.11 

资产负债率 70.73% 67.91%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3,146,874,129.28 70,369,736,733.12 

净利润 61,023,309,392.40 18,073,020,457.04 

 

11、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8.16% 

100% 

8.58%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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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1000182752 

成立时间 1995年 10月 25日 

注册资本 37,717.01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78号 12楼 

法定代表人 隋军 

经营范围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

商务咨询，报关，代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供应链管理，销售、

租赁、维修集装箱，国内水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

（集装箱）】，铁路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8.16% 

100% 

8.58%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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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073,328,748.16  1,097,498,714.55  

负债总额 416,010,522.18  435,409,403.25  

净资产 657,318,225.98  662,089,311.30  

资产负债率 38.76% 39.67%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59,967,821.48 984,498,210.58 

净利润 497,047.58  806,325.23 

 

12、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9579978L 

成立时间 2004 年 3 月 3 日 

注册资本 1,160,812.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贸大厦 A－538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大雄 

经营范围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国内沿海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

轮运输，国际船舶运输（含集装箱班轮运输），集装箱制造、修理、

租赁，船舶租赁，自有集装箱、自用船舶买卖。国内沿海普通货船

（散货船除外）海务管理、机务管理和船舶检修、保养、买卖、租

赁、营运、资产管理及其他船舶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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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616,320,517.55 131,816,171,892.31 

负债总额 99,927,421,615.54 99,249,731,26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2,688,898,902.01 32,566,440,626.25 

资产负债率 75.35% 75.29% 

 2021 年度 

（已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118,371,039.56 6,192,440,41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090,682,045.65 1,376,869,097.74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 

11.40% 

34.06% 

0.35%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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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2734C 

成立时间 1996 年 7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476,269.188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 号 A-1015 室 

法定代表人 任永强 

经营范围 

主营沿海、远洋、长江货物运输，船舶租赁，货物代理、代运业务；

兼营船舶买卖、集装箱修造、船舶配备件代购代销，船舶技术咨询和

转让；国内沿海散货船、油船海务管理、机务管理及船舶检修、保养；

国际船舶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388,937,772.69 59,737,257,754.29 

负债总额 29,466,655,276.45 29,718,443,363.69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32.27%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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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8,591,045,391.65 28,602,929,357.31 

资产负债率 49.62% 49.75%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98,667,710.66 3,477,722,2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75,409,016.35 25,027,949.60 

 

14、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4340U 

成立时间 1986 年 4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1,038,302.98507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法定代表人 韩骏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1,2,3,4）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限期至 2019 年 04 月 02 日）；无船承运业

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利

用计算机网络管理与运作物流业务；运输方案设计、物流软件开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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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896,052,316.71  27,270,681,358.84  

负债总额 18,344,177,597.45  18,388,323,729.14  

净资产 8,551,874,719.26  8,882,357,629.70  

资产负债率 68.20% 67.43%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999,709,031.51  8,908,816,753.04  

净利润 1,187,736,002.20  345,630,654.85  

 

15、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430T 

成立时间 1983 年 10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1,619,135.13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六号 

法定代表人 万敏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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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接受国内外货主订舱、程租、

期租船舶业务；承办租赁、建造、买卖船舶、集装箱及其维修和备

件制造业务；船舶代管业务；国内外与海运业务有关的船舶物资、

备件、通讯服务；对经营船、货代理业务及海员外派业务企业的管

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国际船舶

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8,736,290,918.04 595,013,008,845.40 

负债总额 276,645,014,663.02 276,645,014,663.02 

净资产 252,091,276,255.02 252,091,276,255.02 

资产负债率 52.32% 46.49%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7,883,984,540.15 123,765,431,406.56 

净利润 110,072,758,904.86 34,060,054,701.88 

 

16、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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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03879K 

成立时间 2007年 1月 5日 

注册资本 1,601,291.7249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七道交口远航商务

中心 1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 万敏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公司的投资管理；提供与国际船舶运输配套的服务；

实业项目投资管理；码头投资管理；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

运代理业务；船舶与集装箱生产、销售、租赁、维修；仓储、装卸；

运输方案设计；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3,668,080,701.40 476,287,438,780.27 

负债总额 234,807,538,449.70 265,688,328,0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33,094,325,586.73 160,389,604,457.61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 

100% 

10% 9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7%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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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56.76% 55.78%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3,693,610,750.96  105,529,746,79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9,296,137,821.43 27,617,373,124.66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独立运行。 

经核查，上述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介绍 

（一）中远海运财务的基本信息 

名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98814339L 

成立时间 2009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60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 5299 号 8 层 

法定代表人 孙晓斌 

经营范围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成员单位的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

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有价证券投资；代客普通类衍生品交易业务（仅限于由客户发起的远

期结售汇、远期外汇买卖、人民币外汇掉期产品的代客交易）。 

（二）中远海运财务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872,493,772 31.2083%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03,040,268 23.38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654,872,460 10.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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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470,580,380 7.8430%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384,148,882 6.4025% 

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268,902,617 4.4817% 

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211,282,685 3.5214% 

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92,072,841 3.2012%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92,072,841 3.2012%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153,659,553 2.5610% 

中远造船工业有限公司 72,028,915 1.2005% 

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8,018,210 0.8003%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38,413,288 0.6402% 

中国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9,206,644 0.3201% 

中远海运（厦门）有限公司 19,206,644 0.3201% 

合计 6,000,000,000 100%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2,468,412,038.02 133,589,580,045.89 

负债总额 143,677,890,772.89 124,650,560,442.02 

净资产 8,790,521,265.13 8,939,019,603.87 

 2021 年度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019,230,593.54 261,533,994.45 

净利润 341,334,888.15 154,676,294.04 

上述 2021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2022 年 3 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股权调整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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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股权调整进行的评估外，财务公司最近 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

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六）交易标的资信状况 

经核查，财务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财务公司本次股权调整的交易价格以具备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各方协商

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12092号），以 2021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财务公司 10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8,790,521,265.13 元，评估值为

9,116,388,200 元。 

本次股权调整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国资备案程

序，最终评估结果将以履行备案程序后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本次股权调整中，现有股东合计向新股东转让的股权比例为29.9276%。

针对该部分股权，公司拟按照公司持股占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的相对

比例，放弃公司可行使的优先购买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本次财务公司股权调整事项放弃优先购买权。经测算，公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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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优先购买权比例对应的交易金额为 164,272,684.24 元。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中远海运财务引入新股东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建立与财

务公司发展更为适应的公司治理体系，使得财务公司的股权（出资）结构

与财务公司服务各成员单位的业务规模更加匹配。同时，引入新股东可以

使财务公司拥有更加丰富和优质的资源，构建与整合航运产业板块更加密

切的产融生态圈，从而实现财务公司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财务公司的

金融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公司船队融资需求，为股东提供稳定可持续增

长的投资回报。同时公司本次收购全资子公司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所持

财务公司的股权，系为了优化财务公司股权架构，集约高效履行股东权利。

本次股权调整完成后公司持有财务公司的总股比维持 6.7226%不变。本次

关联交易的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事前就本次股权调整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

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方案的事前认可，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准则》等规定；本次交易后公司持有的财

务公司总股比维持不变，不存在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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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调整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批

准。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