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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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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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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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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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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防务 600685 广船国际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船防务 00317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东 于文波 

电话 020-81636688 020-81636688 

办公地址 中国，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40 中国，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40号 

电子信箱 lizd@comec.cssc.net.cn yuwb@comec.cssc.net.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949,455,570.71 44,728,953,320.94 44,157,662,027.63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312,169,015.17 10,403,863,300.44 10,414,542,658.54 8.7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23,805,949.33 -3,772,268,540.51 -3,772,268,540.5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219,935,619.41 10,417,531,197.45 10,417,531,197.45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4,982,112.04 43,972,225.89 43,972,225.89 -77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4,093,600.23 -18,554,794.39 -18,554,794.3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67 0.42 0.42 

减少3.0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87 0.0311 0.0311 -77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87 0.0311 0.0311 -771.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5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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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41.69 589,330,727 0 无 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0 501,745,1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26,008,44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 15,126,100 0 无 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0.88 12,463,7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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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 8,640,05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7 8,008,402 0 无 0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扬州科进船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6 6,500,000 0 质押 6,500,000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7 5,291,159 0 无 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

穗通 9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7 5,187,17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船舶市场发展情况 

新船成交量保持增长。2018 年上半年，航运市场稳中有升，加之环保新规范、巴拿马运河拓宽与

北美能源出口扩张创造一定市场机遇，全球新船成交量达到 468 艘、3525 万载重吨，同比增加 17.4%。 

新船价格持续稳步回升。一方面，近年来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以及人工费用持续走高，不断抬升造

船成本；另一方面，全球骨干船厂的订单已得到一定程度补充，，船厂超低价抢单的迫切性开始减弱，

造船市场的供需关系有所改善。2018 年上半年，新船价格延续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谷底回升态势，截

至 6 月份，克拉克松新船价格指数升至 128 点，较年初上涨 3 点；新造船价格中国指数升至 1095 点，

较年初上涨 70 点。 

 



本集团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经营接单 169.25 亿元，同比增长 215%；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8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1.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95

亿元，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208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3425 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及 2018 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新收入准则”）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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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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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变更的主要影响 

①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集团提供船舶建造及海工产品、大型钢结构产品，收入与成本的确认上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的规定执行，在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本集团、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区分和可靠计量、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确定时，于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机电产品和其他钢

结构产品，收入与成本的确认上按照销售商品的规定执行，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集团变更后的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为：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

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

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本集团在客户取得相关商

品控制权时点按合同价格确认收入。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本集团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

进度确认收入。本集团采用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

的比例确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

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

资产或合同负债。 

本集团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同履约情况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集团的收

入主要为船舶建造及海工产品，通过对客户合同进行评估，大部分船舶建造及海工产品合同满足“某一

时段内履行”条件，继续在建造期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小部分船舶建造及海工产品合同不满足

“某一时段内履行”条件，本集团将其变更为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依据新收入准则衔接规定，

将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减 2018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28,415,790.16 元，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相关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2018 年 1 月 1 日（合并报表） 

调整前 新收入准则调整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4,157,662,027.63 547,559,351.05 44,705,221,378.68 

其中：存货 10,339,936,296.32 -5,764,483,485.18 4,575,452,811.14 

合同资产   6,312,042,836.23 6,312,042,836.23 

负债合计 32,211,520,159.51 575,975,141.21 32,787,495,300.72 

其中：预收账款 650,869,010.03 -650,869,010.03  

合同负债  6,420,311,531.98 6,420,311,531.98 

其他流动负债 5,544,483,602.13 -5,407,233,010.85 137,250,591.28 

预计负债 534,814,956.27 213,765,630.11 748,580,586.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46,141,868.12 -28,415,790.16 11,917,726,077.96 

其中：未分配利润 1,228,681,091.09 -28,415,790.16 1,200,265,300.93 

相关母公司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2018 年 1 月 1 日（母公司报表） 

调整前 新收入准则调整 调整后 

负债合计 856,982,812.13  856,982,812.13 

其中：预收账款 55,310,128.61 -55,310,128.61  

合同负债  55,310,128.61 55,310,128.61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基本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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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集团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

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及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分类类别。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预期

信用损失”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 

本集团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的规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追溯调整。本集团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增 2018 年年初其他综合收益 17,736,432.06 元，

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相关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2018 年 1 月 1 日（合并报表） 

调整前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4,157,662,027.63 
23,731,942.26 

 

44,181,393,969.89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029,995.04 -21,029,995.0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4,726,104.08 44,726,104.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0,427,215.85 35,833.22 460,463,049.07 

负债合计 32,211,520,159.51 5,995,510.20 32,217,515,669.71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1,412,563.62 5,995,510.20 7,408,073.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46,141,868.12 17,736,432.06 11,963,878,300.18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60,327,829.23 17,736,432.06 -42,591,397.17 

母公司报表项目没有影响。 

③财务报表列报 

本集团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4,157,662,027.63   44,157,662,027.63 

其中：应收票据 157,166,528.30 -157,166,528.30   

应收账款 1,541,228,808.18 -1,541,228,808.1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98,395,336.48 1,698,395,336.48 

应收利息 46,434,534.12 -46,434,534.12   

其他应收款 129,376,288.79 46,434,534.12 175,810,822.91 

固定资产 10,146,480,696.50 31,132.31 10,146,511,828.81 

固定资产清理 31,132.31 -31,132.31   

负债合计 32,211,520,159.51   32,211,520,159.51 

其中：应付票据 1,772,284,568.59 -1,772,284,568.59   

应付账款 7,656,237,265.69 -7,656,237,265.6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428,521,834.28 9,428,521,834.28 

应付利息 13,010,817.17 -13,010,817.17   

应付股利 383,540.92 -383,540.92   

其他应付款 234,291,737.22 13,394,358.09 247,686,095.31 

长期应付款   363,119,760.23 363,119,760.23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63,749,760.23 -263,749,760.23   

专项应付款 99,370,000.00 -99,370,000.00   

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7 年 1-6 月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管理费用 523,351,934.09 -147,018,458.15 376,333,475.94 

研发费用   147,018,458.15 147,018,458.15 

资产减值损失 14,307,072.64 4,003,144.53 18,310,217.17 

信用减值损失   -4,003,144.53 -4,003,144.53 

净利润 51,955,996.74   51,955,996.74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13,038.28 213,038.28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13,038.28 -213,038.28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13,038.28   213,038.28 

相关母公司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合计 9,635,378,787.06   9,635,378,787.06 

其中：应收票据 100,000.00 -100,000.00   

应收账款 34,815,043.87 -34,815,043.8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915,043.87 34,915,043.87 

应收利息 403,909.69 -403,909.69   

其他应收款 9,128,338.88 403,909.69 9,532,248.57 

固定资产 76,749,497.88 31,132.31 76,780,630.19 

固定资产清理 31,132.31 -31,132.31   

负债合计 856,982,812.13 

 

856,982,812.13 

其中：应付账款 65,977,190.78 -65,977,190.7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5,977,190.78 65,977,190.78 

应付利息 339,166.67 -339,166.67   

应付股利 383,540.92 -383,540.92   

其他应付款 29,876,357.49 722,707.59 30,599,065.08 

长期应付款   99,370,000.00 99,370,000.00 

专项应付款 99,370,000.00 -99,370,000.00   

受影响的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2017 年 1-6 月 

调整前 列报重分类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1,590,279.73 113,654.13 -1,476,625.60 

信用减值损失   -113,654.13 -113,654.13 

净利润 34,352,097.03   34,352,097.03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