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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顺玮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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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0,893,784,263.32 9,195,870,028.85 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875,287,519.58 3,882,673,958.99 -0.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1,093,428.65 -472,696,732.0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9,548,696.45 523,578,032.75 -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121,917.67 85,525,814.40 -9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46,002.63 -50,211,080.9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58 2.244 减少 2.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8 0.116 -93.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8 0.116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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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416.4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90,969.0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540,549.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34,187.28  

合计 3,175,915.0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6,1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275,204,726 37.38 / 无 / 国有法人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8,727,521 3.90 / 无 /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9,733,079 1.32 / 未知 / 未知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基建工

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429,245 0.33 /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966,854 0.27 / 未知 /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诚中证基建工

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737,000 0.24 / 未知 / 未知 

陈国良 1,500,001 0.20 / 未知 / 未知 

常熟市梅李聚沙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454,958 0.20 / 未知 / 未知 

姚永海 1,358,094 0.18 / 未知 / 未知 

韩红菊 1,188,324 0.16 /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5,204,726 人民币普通股 275,204,726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727,521 人民币普通股 28,727,521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733,079 人民币普通股 9,733,07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

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29,245 人民币普通股 2,429,2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66,854 人民币普通股 1,966,8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中证基

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7,000 

陈国良 1,5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1 

常熟市梅李聚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1,454,958 人民币普通股 1,454,958 

姚永海 1,358,094 人民币普通股 1,358,094 

韩红菊 1,188,324 人民币普通股 1,188,3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

团”）、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

为国有法人股东，江南造船为中船集团下属企业，中船集团、江南

造船与另八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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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差异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5,367,098.80 83,340,332.81 -33.57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应收承兑汇

票的减少 

预付款项 391,727,374.24 210,645,802.05 85.9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预付项目工

程款的增加 

存货 1,615,518,460.41 734,470,519.68 119.96  
公司本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

响所致 

合同资产 1,377,759,408.94     
公司本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

响所致 

固定资产 1,443,149,813.07 310,582,258.37 364.66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中船工业大

厦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18,577,938.62 1,109,618,092.88 -98.33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中船工业大

厦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应付账款 832,072,121.58 1,247,902,861.95 -33.32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应付工程款

的减少 

预收款项   151,927,013.04 -100.00  
公司本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

响所致 

合同负债 1,490,372,509.21     
公司本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

响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903,826.01 10,665,482.92 321.02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计提职工薪

酬的增加 

应交税费 13,232,104.16 31,052,536.57 -57.39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计提税金的

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1,034,270,608.99 68,531,798.62 1409.18  
公司本期实施新收入会计准则影

响所致 

营业收入 179,548,696.45 523,578,032.75 -65.71  

子公司中船九院受疫情影响导致

开工晚,完成的工作量同比减少,

以及本期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所

致 

营业成本 128,832,865.23 495,873,696.84 -74.02  随营业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研发费用 8,314,552.85 16,598,703.24 -49.91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科研项目的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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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5,098,087.67 38,720,088.99 -86.83  公司本期利息收入的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289,469.04 978,079.96 236.32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到与日常

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293,313.51 171,050,626.8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扬州三

湾 50%股权，本期无此业务 

信用减值损失 4,761,708.81 -1,752,133.17 
 

公司本期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的增加 

营业外收入 592,298.19 1,717,720.15 -65.52  
公司上期确认拆迁补偿收入，本

期无此业务 

所得税费用 856,916.85 15,285,608.92 -94.39  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50,500,327.94 33,427,339.70 51.07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到退回的

保证金的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43,555,021.43 1,270,144,749.04 -33.59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供应商

进度款的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

费 
28,558,039.74 50,461,473.45 -43.41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的企业

及个人所得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51,538,058.12 41,400,039.23 266.03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保函保

证金的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

的现金 
  300,000,000.00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扬州三

湾 50%股权收回投资款的现金，本

期无此业务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206,076,320.03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扬州三

湾 50%股权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本期无此业务 

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79,791.00 1,493,434.00 -94.66  
公司上期收到拆迁补偿款，本期

无此业务 

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3,536,770.8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扬州三

湾 50%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

化,本期数不抵消所致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1,135,080.25 51,428,767.55 -58.9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中船工业大

厦公司本期支付装修费用的减少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

金 
22,800.00 1,232,000.00 -98.15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投资款

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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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00,000,0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新增定期存

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 
11,518,200.00 471,962,352.00 -97.5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借款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3,197,350.62 120,000,000.00 -89.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扬州三

湾 50%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

化，本期数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2,505,900.02 48,162,392.63 -32.51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借款利

息的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协议收购

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船华

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华海”）分别向关联方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瑞斯华海”）、关联方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上船院”）以1元人民币

（人民币壹圆整）协议收购德瑞斯华海持有的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南德瑞斯”）40%股权、上船院持有的江南德瑞斯10%股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评估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086号资产评估报告，江南德瑞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

民币-1,447.11万元，评估增值6,535.02万元，增值率为81.87%，转让的相应比例权益价值为

-723.56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6月30日。经公司慎重评估，中船华海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未

来江南德瑞斯资产处置。（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临2020-005、006）。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辉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临2020-005、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