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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与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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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或“2019 年半年报”）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

度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所有董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所有董事均保证 2019

年半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异议。 

本公司负责人王宏先生（董事长）、麦伯良先生（CEO 兼总裁）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邗先生（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声明：保证本报告及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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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集集团 股票代码 000039、2039；2999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玉群 王心九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2

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2 号中

集集团研发中心 

电话 (86) 755－2669 1130 (86) 755－2680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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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shareholder@cimc.com shareholder@cim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2,717,729 43,560,398 (1.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

利润 
679,829 965,397 (29.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197 720,016 (3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2,412) (856,239) (145.54%)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618 0.2551 (36.57%)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604 0.2532 (36.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2.95% (1.25%)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3,563,270 158,883,963 2.9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权

益 
37,988,057 37,324,999 1.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总数：82,318 户 

（其中：A 股:82,289 户，H 股：29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的普通股数量

（股）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股）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普

通股数

量（股）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注 1） 

境外法人 58.03% 2,079,029,119 347,767,773 - 2,079,029,119 - 0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

司（注 2） 

境外法人 14.48% 518,606,212 86,434,369 - 518,606,212 -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7% 84,959,608 14,159,936 - 84,959,608 -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45,592,560 7,598,760 - 45,592,56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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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

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13,445,966 13,445,966 - 13,445,966 -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12,834,892 3,397,889 - 12,834,892 -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1,102,880 1,850,480 - 11,102,880 -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1,054,160 1,842,360 - 11,054,160 -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0,980,360 1,830,060 - 10,980,360 -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0% 10,912,920 1,818,820 - 10,912,920 -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

为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注 1：本公司 H 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本公司 2,079,029,119 股，包括：19,341,382 股 A 股和 2,059,687,737

股 H 股。这些 H 股中，包括（但不限于）招商局集团通过其子公司（包括招商局国际（中集）投资有限公司等）
持有的 880,429,220 股 H 股，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通过其子公司（包括：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 直接持有
的 30,386,527 股 H 股和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的 264,624,090 股 H 股）持有的 295,010,617 股 H 股。 

注 2：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除了上述已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本公司 264,624,090 股 H

股（见上述注 1）以外，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还持有本公司 518,606,212 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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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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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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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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币千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8 海集
Y1 

112808.SZ 2018 年 12 月 3 日 
无固定到

期日 
2,000,000 4.85% 

在发行人不行使

递延支付利息权

的情况下，每年付

息一次。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

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18 海集 Y1”可续期公司债券的首个付息日是 2019 年 12 月 5 日，报告期内未涉

及还本付息情况。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

者选择权条款、可交换条款

等特殊条款的，报告期内相

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

用） 

“18 海集 Y1”可续期公司债券报告期内尚未需要执行相关特殊条款，仍计入权益。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18 海集 Y1”符合分类为权益工具

的条件，作为权益工具结算。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11 1.11 - 

资产负债率 67.18% 67.02% 0.16% 

速动比率 0.67 0.74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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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4.47 (12.98%)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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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 是 √ 否  

（1） 概述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贸活动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其中：中国经济

增速继续放缓，与美国的关税问题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和金融对策

措施来支持经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经济基础依然坚实；欧元区经济也将继续低迷；新兴市场国家

经济增速略降。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2,717,729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43,560,398千元），同比减

少1.93%。在各主要业务中，海洋工程、产城业务的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化工

及液态食品装备、空港装备、物流服务业务的营业收入保持较平稳增长，金融业务略有下降，集装箱制造

业务和重型卡车业务出现一定下滑。报告期，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持有者的净利润人

民币679,829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965,397千元），同比减少29.58%。 

（2）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回顾 

 

    集装箱制造业务 

本集团集装箱制造业务主要包括标准干货箱、标准冷藏箱和特种箱业务，可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系列集装箱产品。特种箱包括53英尺北美内陆箱、欧洲超宽箱、散货箱、特种冷藏箱、折叠箱等产品。

报告期内，本集团集装箱产销量继续保持全球行业第一。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叠加全球贸易摩擦持续紧张的影响，导致全球集运增速大幅

放缓。去年受贸易摩擦影响导致的抢出口透支了今年的出口货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今年集运需求

的放缓速度，需求放缓以及贸易摩擦给市场带来的悲观情绪使得客户减少了对新箱的采购力度。而受钢材

等原材料价格同比下滑，以及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新箱价格同比去年也有所下降。报告期内，

本集团集装箱销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均有所下滑。 

报告期内，受集装箱业务需求放缓的影响，本集团普通干货集装箱累计销售57.36万TEU（去年同期：

80.69万TEU），同比减少28.91%；冷藏集装箱累计销售5.07万TEU（去年同期：7.66万TEU），同比减少

33.81%；本集团集装箱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1,332,500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16,094,146千元），同

比下降29.59%；净利润人民币37,580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213,564千元），同比下降82.40%。 

2019年上半年，集装箱需求跟去年历史高峰相比回落明显，同比箱量和箱价均低于去年同期，尤其是

标准干箱业务。但通过持续推进落实业务财务一体化和电子采购平台等举措，本集团在集装箱业务方面的

市场份额同比有所回升，生产经营均正常平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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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运输车辆业务 

本集团下属的中集车辆主要从事半挂车及专用车上装制造及销售。中集车辆产品组合主要包括（1）

半挂车产品(集平半挂车、仓栏半挂车、罐式半挂车、冷藏半挂车及厢式半挂车)；（2）中置轴轿运车；及

（3）专用车上装产品（自卸车的翻斗车身、搅拌车的搅拌筒及各种其他专用车上装）。中集车辆在中国、

北美、欧洲及其他地区（覆盖40多个国家）营销及销售各种半挂车及上装。 

2019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方面，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受益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仍然维

持高位，政府不断加大城市、矿区、林区等棚户区、保障性住房、农村水利、西部地区公路管网的建设力

度，专用车上装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方面，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及关税上调等因素影响，

上半年美国运输市场需求有所下降；因英国脱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2019年上半年整体欧洲市场处于调

整阶段。 

报告期，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完成总销量90,123台（去年同期：92,001台），同比减少2.04%；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713,598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11,529,461千元），同比上升10.27%；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845,041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626,200千元），同比上升34.95%。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

因系中国市场专用车上装需求旺盛以及北美市场干厢和冷藏半挂车业务增长，带动整体收入和盈利能力提

升。 

上半年，国内市场方面，中集车辆根据市场环境与行业法规政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工厂产线布局与

结构优化；在海外市场方面，北美市场积极整合供应链资源，提高成本效益，增加竞争优势；欧洲市场聚

焦业务整合及罐车类业务，开拓新市场及罐车等新产品；在新兴市场方面，中集车辆通过对海外子公司经

营的梳理和调整，加强整体盈利能力。 

   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业务 

本集团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业务板块主要从事广泛用于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三个行业的

各类型运输、储存及加工装备的设计、开发、制造、工程、销售及运作，并提供有关技术保养服务。本集

团能源、化工装备产品及服务遍布全中国，并出口至东南亚、欧洲及北美洲和南美洲；液态食品装备产品

的生产基地设于欧洲，其产品及服务供应全球。同时，本集团也为全球油气生产和加工行业提供全方位的

综合服务，专门从事低温系统和装置的能源和化工行业执行大型复杂的工程总承包(EPC)项目。该业务已

形成以中欧互动为基础的“地方智慧、全球营运”业务格局。主要经营主体为中集安瑞科。 

报告期，本集团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181,715 千元（去年同期：人民

币 6,185,680 千元），同比上升 16.10%；净利润人民币 363,421 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 298,633 千元），

同比上升 21.69%。本集团附属公司中集安瑞科三大业务分部中，清洁能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120,071 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 2,516,134 千元），同比上升 24.00%；化工环境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1,932,867 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 1,699,997 千元），同比上升 13.70%；液态食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1,507,136 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 1,410,177 千元），同比上升 6.88%。 

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能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业务各分部致力于“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加强核

心技术储备，提升业务竞争力。（1）清洁能源分部：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储

存环节，受国家对 LNG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低温大槽工程项目需求增多。运输环节，受整体天然气市

场健康发展的影响，LNG 罐箱、CNG 车及储气瓶组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并于今年上半年成功交付一条

2.2 万方 LEG 运输船。但 LNG 运输车因 LNG 物流价格持续低迷、上游化工园区企业广泛停产整顿、国内

天然气增产挤压 LNG 运输需求等因素影响，上半年销量下滑明显。在中国天然气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的

背景下，交通领域消费应用的产品如 LNG 车载瓶、船用 LNG 燃料罐及其供气系统的销售也相应增长。（2）

化工环境分部：致力为客户提供新的物流解决方案，研发多系列、多品种的罐式集装箱、化工罐箱。积极

进行新罐体材料、新罐体结构的开发应用，致力于产品的持续创新，并且通过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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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效率和产品质量。（3）液态食品分部：致力于完善啤酒关键装备产品系列，为国内外市场提供食品装

备整体解决方案，例如脱氧水制备系统和酒水混合系统开发项目。2019 年上半年，收购加拿大知名酿酒装

备制造商 Diversified Metal Engineering 集团（简称“DME 集团”）旗下优质的精酿啤酒业务相关资产，其

作为北美地区精酿啤酒工程设计和装备制造的领导者，为该分部在精酿啤酒市场开拓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分部亦积极探索新业务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 

    海洋工程业务 

本集团下属中集来福士旗下拥有4家研发设计公司、3家建造基地和6家运营管理公司，集设计、采购、

生产、建造、调试及运营一体化运作模式，具备批量化、产业化总包建造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及其它特殊用

途船舶的能力，是中国领先的高端海洋工程装备总包建造商之一，并始终在国际海洋工程市场中参与全球

竞争。主要业务包括半潜式钻井平台、半潜式生活平台、自升式钻井平台、自升式生活平台、浮式生产储

油卸油装置(FPSO)、多功能海洋服务平台(Liftboat)、起重船、铺管船、海工支持船(OSV)、远洋拖轮、中

高端游艇及其它船舶的设计与建造，产品涵盖大部分海洋工程产品。 

2019年上半年，受OPEC减产协议国际油价持续一波上涨走势，之后在国际贸易摩擦及经济疲软拉低

需求影响下，原油价格开始回调。原油是一个“供应寡头、需求刚性”的商品，需求端长期影响油价。随

着美国面临增速放缓风险、欧洲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原油需求进入低增长期，这将限制油价的涨幅，后期

仍然由供给主导油价。 

报告期内，随着海工新接订单陆续进入建造期，本集团海洋工程业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687,079千

元（去年同期：人民币788,190千元），同比增长114.04%；净亏损人民币703,312千元（去年同期：净亏损

人民币705,578千元）。 

2019年上半年，中集来福士新增生效订单3.4亿美元，累计持有在手订单价值6.9亿美元。新增生效订

单包括荷兰游艇运输船项目, BP自升生活平台，RoRo滚装船项目，其它新生效订单如陵水FPU等；项目建

造方面：2019年4月，抢险打捞工程船项目开工，2019年5月，深水养殖船项目开始分段合拢，2019年6月，

巴油FPSO项目完成合拢并开始系统调试工作；资产运营方面： 2019年4月，深水半潜钻井平台D90 1#开

始执行租约，2019年6月，半潜式钻井平台GM4-D 2#获得租约。 

    空港装备业务 

本集团空港装备主营业务包括空港设备业务（含GSE业务）、消防及救援车辆业务、自动化物流系统

业务及智能停车业务。 

报告期内，本集团空港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353,548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1,749,181千元），

同比上升34.55%；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3,964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85,468千元），同比下降13.46%。报告

期内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显著增长，主要由于空港设备业务收入增长及并购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盾”）、沈阳捷通消防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捷通”）影响所致。 

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空港装备的各项业务实力均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1）空港设备业务：继续在

保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领导地位。随着全球航空事业的发展，各地机场因应旅客流量增加而扩充，从而

带动对本集团空港设备需求的增加。本集团上半年登机桥的新增订单较去年同期上升。为提升登机桥的完

工效率，外包部分固定桥的生产及部分安装项目，增加招聘安装工程人员，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加快登机

桥的验收工作。GSE业务方面，本集团的摆渡车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为响应全球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本集团除电动摆渡车外，正开发不同的电动及节能的特种车辆，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2）消防及救援车

辆业务：2019年上半年，完成收购上海金盾及沈阳捷通两家国内知名消防车生产企业。上海金盾主要市场

覆盖长三角及东南沿海区域，沈阳捷通凭藉其自主研发生产的举高车的优势，其产品基本覆盖全国各大主

要市场。两家企业的盈利贡献成为上半年消防及救援车辆业务增长的主要原因。（3）自动化物流系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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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优势行业市场份额，单个项目合同金额显著提升；整体运营及协同效应开始展现。（4）智能停车

装备业务：报告期内，自主研发以及业内首创的“机械式智能公交立体停车库”试点项目正稳步推进中，

具有大幅提升土地的集约化程度，市场容量大的优势。 

    重型卡车业务 

本集团通过子公司联合重工经营重型卡车业务。联合重工的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国际市场、高端国内市

场的重型卡车市场，以“国内技术领先、国外技术追随”的产品发展策略和“制造高端产品、提供优质服

务、创立一流品牌”为发展战略，主要产品包括柴油、天然气两大类的牵引车、搅拌车、自卸车、载货和

专用车五大系列。 

2019 年上半年，国内重型卡车市场行情低迷。除了严查车辆上牌等不利因素以外，制造业疲态对重型

卡车市场也有影响。 

报告期内，本集团联合重工整体销量达 3,646 台（去年同期：5,523 台），同比下降 33.99%；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1,111,420 千元（上年同期：人民币 1,620,106 千元），同比下降 31.40%；净亏损人民币 43,698

千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人民币 5,445 千元）。 

2019 年上半年，联合重工积极应对市场，推行和落地一系列有效举措。国内市场方面，从区域细分市

场差异化出发，有针对性的制定了区域主销产品“一店一策”专项政策支持；基于车型升级，开发 U+新

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满足市场热点需求，逐步开发 U 系轻量化自卸、U 系轻量化搅拌车、天然气港

口车、低顶运煤车等更具竞争力产品；同时重点推动集团协同业务。国际市场方面，以东南亚市场为中心，

结合国内贸易公司资源拓展周边市场，在稳住菲律宾等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开拓了尼日利亚、中亚部分国

家新市场，从原来的单一自营出口转为自营出口和借助贸易商渠道出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际业务。 

    物流服务业务 

本集团的物流服务业务聚焦集装箱服务、海运及项目物流、铁水联运和装备物流四条核心业务线，确

立了“成为以装备+服务为核心的跨境全程物流解决方案服务商”的战略使命。 

2019年上半年，贸易摩擦的持续性影响给全球贸易复苏带来不确定性，商品全球流动性减缓，进出口

贸易有所下降，与之相关的物流公司受到业绩承压，整体国内及进出口物流市场增长乏力。同时，受到国

内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行业去中间化、经济贸易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影响，物流企业面临较大挑战。 

报告期，本集团物流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310,316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4,062,616千元），

同比上升6.10%，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0,772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83,516千元），同比上升8.69%。 

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物流服务业务的四大业务线实现稳步推进：（1）集装箱服务业务线： 围绕空/

重箱堆场、铁路场站服务以及集装箱租售三大产品的发展制定商业计划；加深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

东南亚市场的合作关系；开展与船公司在堆场业务方面的合资与合作项目；与各铁路局合作，持续完善铁

路场站服务网络。（2）海运及项目物流业务线：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完善国内外网络布局，重点在东非、

南非、东南亚等关键区域布局；推动船货代网点在营口、蓬莱等地布局，加强船货代服务全国覆盖能力；

积极探索在LNG罐箱联运、冷链物流等新领域的战略机会。（3）铁水联运业务线：紧跟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2019年上半年共完成中欧、中亚班列集装箱量3,198TEU，并完成中欧班列东中西三条通道全覆盖；

国内开设广西网点，积极完善“南向通道”西南网点布局。（4）装备物流业务线：上半年业绩完成较好，

装备运营方面主要得益于租赁业务的租赁资产投入以及新客户开拓带来的业务增长，装备制造方面主要通

过国内市场贡献弥补美国、日本市场的下滑。 

    产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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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的产城业务主要通过旗下控股子公司中集产城及其下属子公司进行运营，主营业务包括：产城

综合体开发、产业园开发运营等。 

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环境严峻，受贸易摩擦加剧，对实体经济造成较大下行压力，对产业地产也

带来较大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本集团产城业务积极应对政策及市场变化，凭借准确的战略布局及对核

心城市的持续深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报告期内，本集团产城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63,308千元（去

年同期：人民币159,955千元），同比上升252.17%；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8,253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38,009

千元），同比上升105.88%。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显著增长，主要由于项目结转；净利润较去

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由于本报告期确认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产城业务在土地拓展方面取得较大成效，集中资源重点布局两大核心区域，一

是以深圳为核心辐射粤港澳大湾区，二是以上海—扬州为核心逐步在长三角形成两点一线的区域布局。报

告期内，深圳前海先期启动区项目一期T102-0289、T102-0290地块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开发建

设进展顺利；深圳光明新区低轨卫星物联网产业园项目、上海美兰湖项目作有序推进中；新获得扬州江广

科创金融中心项目、顺德军民融合产业项目及广州番禺亚运大道产业项目，将进一步扩大产城融合业务版

图；深圳太子湾项目也在按正常进度推进。2019年3月，“2019中国产业地产运营商30强”评选中，中集产

城名列第22位。广东新会中集智库项目获得江门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广东省小型微型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在联合拓展、产业金融、产业资源等方面积极探索合作，为中集产城未来业务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金融业务 

本集团金融业务致力于构建与本集团全球领先制造业战略定位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集团内部

资金运用效率和效益，以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手段，助力本集团战略延伸、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

整体竞争力提升。主要经营主体为中集融资租赁公司和中集财务公司。 

报告期内，本集团金融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40,284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1,048,934千元），同

比下降10.36%；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99,065千元（去年同期：人民币306,208千元），同比下降34.99%。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由于SSCV平台租约到期所致，同时净利润同比下降还受融资成

本上升所致。 

2019年上半年，中集融资租赁公司始终坚持“产融协同”战略，持续优化专业子公司运营模式，提升

专业能力，强化对集团制造产业板块的经营协同和金融协同，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和资产组合，探索和培

育弱周期、低风险、与集团产业相关的新兴业务。同时，持续优化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坚持“质量

优先、严控风险”策略，加大全员、全流程风险管控。从上半年来看，新业务投放符合预期，业务组合持

续优化，整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 

2019年上半年，中集财务公司立足集团产业发展大势，发挥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

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作用，强化资金集聚效应，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保障资金运行安全，实现集团整体效

应最佳。2019年上半年，中集财务公司新增资金投放总量73.61亿元，发挥平台优势满足企业个性化金融

需求，为成员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优质服务。同时，中集财务公司不断拓展买方信贷业务，为集团产业链

客户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成员企业扩大销售、助力产业链客户健康发展，实现产业链良性互动。 

   其他业务： 

   模块化建筑业务 

本集团的子公司中集模块化经营模块化建筑业务，“制造+金融+服务”一站式产融结合的服务模式渐

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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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市场：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模块化建筑业务全面拓展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北欧等

国家和区域市场。英国、澳洲市场拥有较为成熟的基础，已有多个酒店项目进入前期设计，有望年内形成

批量订单；与英国当地建筑主管机构积极推进私人住宅市场准入，为进入该细分市场做好充足的准备；澳

大利亚市场首个全预装幕墙高层酒店项目完成吊装；新西兰市场成功交付首个政府公共安全服务设施项目。

美国市场继首个项目成功交付后，与知名酒店集团达成项目签约；与知名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北美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深入探索北欧市场，已在冰岛为又一知名酒店集团成功交付项目，与挪威

知名集团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技术准入工作顺利推进。 

国内市场：2019年上半年，中集模块化主动响应国家建筑装配化产业政策的要求，同时把握“5G”时

代云数据中心建设市场机遇，与知名科技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功研发模块化云数据中心产品，

在国内多个项目落地。同步有序推进香港市场发展，模块化建筑技术得到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视，成功中标

首个香港科技园高级人才公寓项目。 

   多式联运业务 

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下属中集多式联运发展有限公司以“上装备、建通道、进场站、搭平台”战略

思路为指导，持续优化布局、扩大规模、夯实能力。网络化布局方面，新增两条铁路集装箱班列，公铁联

运网络布局已经覆盖11个铁路局，内陆多式联运骨干网络不断完善；水运平台方面，可控船舶已经超过20

艘，积极推动35吨敞顶箱在钢铁行业的应用，实现钢材的集装箱水铁联运；深耕化工和食品行业，危化及

液体多式联运业务增速明显。自主研发的互联网拼箱平台——中集优拼已经上线，发挥公铁联运网络优势，

为国内客户带来新体验。 

2019年下半年，贸易摩擦的影响将持续深入，国内制造业表现低迷，国际物流业务预期下行；反观国

内市场，因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对于持续降本增效的需求越发迫切，以装备改善、多式联运为理念的业务

优势凸显，发展前景较好。本集团多式联运业务将继续在多式联运通道网络布局、核心资源控制、市场开

拓等方面加大投入。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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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于 2019 年

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

知编制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对本集团及本公司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改 

 
对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人民币千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影响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2018 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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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及本公司将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项

目。 

应收账款 17,895,919 
 

                   
-  

                     

应收票据 1,423,547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9,319,466) 

 

                   
-  

                      

  
 

 
  

本集团及本公司将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项

目。 

应付账款 13,210,828 
 

-                    
 

应付票据 1,889,785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100,613) 

 

                   
-  

                     

  
 

   
本集团及本公司将以公允

计量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自其他流动资产重分类

至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应收款项融资 179,412 
 

                   
-  

                     

其他流动资产 (179,412) 
 

                   
-  

                     

 

（2）租赁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人民币千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影响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2019 年 
 

2019 年 
 

1 月 1 日 
 

1 月 1 日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

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合

同，本集团及本公司按照

剩余租赁期区分不同的衔

接方法： 

 

剩余租赁期长于 1年的，

本集团及本公司根据

2019年 1月 1日的剩余租

赁付款额和增量借款利率

确认租赁负债，并按照与

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

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

整后确定使用权资产的账

面价值。 

 

剩余租赁期短于 1年的，

本集团及本公司采用简化

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 266,873 
 

                   
-  

                     

租赁负债 193,415 
 

                   
-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70,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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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租赁负债，对财务报表

无显著影响。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

前已存在的低价值资产的

经营租赁合同，本集团及

本公司采用简化方法，不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

响。 

 

 

 

 

 

 

预付账款 

 

 

 

 

 

 

(2,742) 

 

 

 

 

 

 

-  

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本集

团及本公司将原计入固定

资产的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重分类至使用权资产项

目，并将原计入长期应付

款的应付融资租赁款重分

类至租赁负债。 

 

 

使用权资产 

 

 475,782   

                   
-  

 

固定资产 

 

(475,782)  

                   
-  

 

长期应付款 

 

(40,275)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长期应付款 

 

(74,799)  

                   
-  

 

租赁负债 

 

40,275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租赁负债 

74,799   - 

 

（a）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及本公司将原租赁准则下披露的尚未支付的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调整为新租赁准

则下确认的租赁负债的调节表如下： 

 

人民币千元 

  
本集团 本公司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披露未来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  467,145  - 

按增量借款利率折现计算的上述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416,235 

 
- 

-加：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付融资租赁款    115,074  - 

       其他 
  

减：短于 12 个月的租赁合同付款额的现值  
 

    及单项租赁资产全新时价值较低的租赁合同付款额的现值 
152,104 -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确认的租赁负债(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79,205  - 

 
 

 

注 1:本集团及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披露尚未支付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的口径未包括续约选择权的因素。

在首次执行日确定租赁负债时，对于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约选择权的租赁，本集团及本公司将续约期的租赁付款额

纳入租赁负债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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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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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于2018年7月31日及2018年10月19日，本集团之子公司中集天达分别与第三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

拟收购沈阳捷通消防车有限公司60%股权及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上述交易已分

别于2019年6月、2019年4月完成。 

本报告期，本集团之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与宁夏远杉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拟收购宁夏长明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65.09%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宁夏长明天然

气开发有限公司从本集团之联营公司变为本集团之子公司。 

处置子公司 

本期无重大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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