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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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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李长江 身体原因 李纪南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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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以现金 450,284,106.33 元（含交易费用）实施了股份回购，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规定，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

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 2019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占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89.85%。鉴于此，经公司董事会审议，2019年度公司不再另行实施利润

分配，亦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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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红 王 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

心1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

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 

电话 010-88508596 010-8850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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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主要业务 

中国重工为全产业链的舰船研发设计制造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海洋防务及海洋开发装备、

海洋运输装备、深海装备及舰船修理改装、舰船配套及机电装备、战略新兴产业及其他等五大业

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产品用途区分，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海洋防务装备、海洋运输装备、海洋科考装备和海洋开

发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等；从领域区分，主要业务分为军品业务领域和民品业务领域。作为海军

装备的主要供应商，公司军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航空母舰、大中小型水面战斗舰艇、常规动力

潜艇、大型两栖攻击舰、军辅船等。公司民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散货船、集装箱船、油船、气

船、海工船、科考船及其他装备等。 

2.2经营模式 

中国重工为控股型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各子公司进行。公司下属子公司以研发、

设计、制造、服务为主，主要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的个性化订单式经营模式，即生产部门根据销

售部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安排制定生产计划，并指导采购部门进行采购。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

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对于船舶制造业务，公司下属造船子公司在与船东签订造船合同后，根据规格书设计

船舶施工方案，将相关文件送交船级社、船东等审查，经各方批准后，造船子公司进入订货、下

料、建造程序，并根据船舶建造的各个节点，收取船东的相应款项，公司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相应

确认收入。 

2.3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最新公布的

2019 年第四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国重工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军品领域，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洋防务装备上市公司，承担着国防建设的重要使命，拥

有先进的海洋防务装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是海军装备建设的主要力量。伴随着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海洋防务装备也进入规模与数量稳步增长、

性能与质量提升的新时代。为实现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海军正在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

应的现代化海上军事力量体系，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战略支撑。同时，构建

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加大淘汰老旧装备力度，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

也成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海军舰船装备仍将处于

建设高峰期。 

民品领域，公司是国内最主要的海洋运输装备、海洋开发装备、海洋科考装备研制及供应商。

船舶制造业深受全球经济形势、航运市场形势和国际原油价格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全球船舶市场持续多年低迷，当前仍处于周期底部。2019年，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际贸

易争端加剧、地缘政治频发，船舶市场需求复苏乏力，全球新造船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全球手

持船舶订单量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国内船舶工业同样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



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三大造船指标中，除造船完工量出现上升外，承接新船订单量

和手持船舶订单量均出现下降，接单难等深层次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船舶工业面临的形

势依然严峻。不过，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下，船舶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趋势也在继续呈现。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中国 2019年新承接船舶订单前 20家船厂占全国份额的 90.1%，较 2018年提

升 5.1 个百分点。展望 2020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海运贸易复苏乏力，船东经营面临巨大挑战，新造船市场需求短

期将继续趋于谨慎，船舶市场行情不容乐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8,265,146.35 18,812,680.35 18,619,822.50 -2.91 19,715,297.35 19,544,871.42 

营业收入 3,805,654.85 4,478,335.95 4,448,352.83 -15.02 3,899,736.29 3,877,576.9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116.25 65,838.61 67,275.32 -23.88 74,257.02 83,763.9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210.21 -17,483.29 -17,483.29   -78,729.24 -78,729.2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569,968.73 8,465,438.31 8,443,598.55 1.23 6,396,766.32 6,373,388.8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359.79 73,618.31 66,899.01 30.89 -143,511.16 -141,576.6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022 0.030 0.030 -26.67 0.040 0.04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022 0.030 0.030 -26.67 0.040 0.04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0.58 0.82 0.84 减少

0.24

个百

分点 

1.24 1.4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06,501.61 1,082,098.79 732,619.70 1,384,43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913.84 61,978.94 7,301.50 -72,07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3,487.54 56,432.69 -2,160.26 -95,99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0,779.82 -341,651.89 166,591.59 592,199.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4,0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5,9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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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1,717,900 8,146,328,798 35.73 581,952,117 无   国有

法人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0 1,810,936,360 7.94 86,556,169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0 1,390,285,391 6.10 1,390,285,391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0 873,430,059 3.83 873,430,059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0 540,492,356 2.37 0 无   其他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 0 511,832,746 2.24 0 无   国有



限公司 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0 385,109,052 1.69 385,109,052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0 348,529,396 1.53 348,529,396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0 347,571,347 1.52 347,571,347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71,275,100 1.19 0 无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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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控制关系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9年，受贸易及投资表现不佳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贸易形势艰难、增长

乏力。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

态势，但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伴随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全球贸易艰难前行，2019年全球海运贸易总量增长速度呈现 2010

年以来的最低，航运市场运力过剩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新造船市场需求依然处于周期性

底部。受此影响，我国船舶工业面临严峻形势，接单难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困扰着船舶制造企业。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承接新船订单 2907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20.7%；

年末手持船舶订单 8166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8.6%；造船完工 367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6.2%。船

企生产持续面临挑战。 

在此背景下，2019 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全力稳增长、促发展，坚持以效益为中心，聚焦主责

主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降本增效，继续加大改革与资源重组整合力度，持续发

挥创新驱动与引领作用，生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不过，受行业形势低迷、市场竞争加剧、公司

生产及交付序时进度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0.57亿元，同比下降 15.02%；

实现利润总额 6.39 亿元，上年同期为-0.24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01 亿元，同比下

降 23.88%；基本每股收益 0.022元。 

 

（一）按期优质完成各项军工任务 

2019年，公司坚持履行强军首责，全力锻造国之重器，紧跟海军战略转型需求，加快发展海



洋防务装备业务，为海军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深入推进军工核心能力建设，全力确保按期优

质完成重点装备研制交付任务。 

报告期内，大船重工承建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顺利交付入列，我国成为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能够自行建造航母的国家，为推进我国航母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其他各重点装备

及重点型号产品的研制任务也在有序推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公司扎实推进军贸业务，

充分发挥优势，加大市场开拓，继续完善全球服务保障体系。报告期内，登陆舰、轻型护卫舰、

濒海任务舰首舰等一批重点军贸产品顺利交付，为推动我国现代化海洋防务装备走出国门做出贡

献。 

（二）民品业务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2019年，民船市场持续深度调整，公司紧盯市场形势，民品业务着力加强保交船、抓订单、

促转型等各项工作，全力提升民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一是确保按期保质交船。加强对在建船舶的跟踪与协调，强化精益管理，推进造船效率和质

量提升。报告期内，子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 30.8 万吨超大型智能 VLCC、全球首艘 85000 立方米

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全球最大新型 40万吨超大型矿砂船、多艘 30万吨 VLCC 等一批精品船型

顺利交付。 

二是全力争取订单。公司把握市场形势，深挖客户需求，主动开拓市场；始终坚守“不承接

边际利润小于零或现金流为负订单”的接单底线，从订单源头防控风险。报告期内，大船重工与

招商轮船签署多艘 VLCC建造合同，获中航国际租赁 10艘散货船订单，并签署 2艘新造 FPSO意向

书；武船重工批量承接 4 艘 32.5 万吨矿砂船、7 艘 21 万吨散货船；青岛双瑞船舶压载水管理系

统接单量再创历史新高，国际国内市场份额领先。 

三是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公司深入推进船型的优化迭代升级，积极开展智能船舶和零碳船舶

等新型船舶的科研开发，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延伸。大船重工建造并交付全球首艘 30.8

万吨超大型智能原油船、自主设计建造全球首艘增加脱硫系统的 VLCC，承建的国内首艘 8500 立

方米 LNG燃料加注船项目开工。 

 

（三）改革重组持续深入推进 

2019年，公司围绕增强主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深化改革重组，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和能力调整；深入推进“去亏损行动”，突出“一企一策”，提质增

效步伐加快；强化资源重组整合，发挥协同优势，持续推进资源优化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以资产参与中国动力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聚焦主业主责，增强协同发展能

力；大船重工以自有资金 7 亿元认购招商轮船非公开发行股份，通过战略投资实现业务协同，增

强市场竞争力；完成下属大船重工与渤船重工的整合，充分发挥协同优势，船舶制造能力布局进

一步优化；完成收购中船重工（青岛）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中船重工船舶设计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48.53%股权，推进现有设计能力的整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四）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加强 

2019年，公司继续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围绕主业实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

加大研发资源投入，支撑产品转型升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扎实稳步推进，产学研合作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牵引、驱动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科技研发投入 29.28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去年上升，达 7.69%。全球首

艘智能 30.8 万吨级 VLCC 的建造及交付，在世界大型远洋智能船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船重工全球首座封闭式 MARK Ⅲ型 LNG船模拟舱研制成功，获得多家权威机构认可；“液化天然

气燃料推进（MARK III 型燃料舱）超大型原油船开发”与“零碳排放 23000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开

发”得到劳氏船级社认证；武船重工“分散式多功能深潜水作业支持船设计建造技术”和“13000



吨甲板运输船自主研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青岛双瑞自主研发的废水处理系统国内首家获

得 DNV GL 船级社原理认可和 MAN-ES 台架实验认可，压载水管理系统成功获得韩国船级社新 G8

型式认可证书，已连续获得多项国际权威船级社及主管机关认证，保持全球权威认证领先地位，

夯实在全球压载水处理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青岛双瑞技术中心、重庆江增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0.57亿元，同比下降 15.02%；实现利润总额 6.39亿元，上年

同期为-0.24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01亿元，同比下降 23.88%。报告期末，公司资产

总额 1,826.52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2.91%；负债总额 963.09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7.13%；所

有者权益总额 863.43亿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2.27%，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7.00

亿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1.2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1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

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

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②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③租赁应收款；④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

所形成的除外）。 

（2）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2018 年 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 

4.2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公司 2019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

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月 1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进行调整。对公司报表的影响详见附注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2）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公司在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告时，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以下修订：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公司对可比

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3 户，详见中国重工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公司 2019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3户，减少 7户，详见中国重工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