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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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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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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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9,903,895.53 9,195,870,028.85 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788,218,030.28 3,882,673,958.99 -2.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2,823,810.84 -397,287,153.8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87,134,541.88 1,954,828,147.18 -4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563,637.51 60,822,446.99 -7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11,509,005.40 -72,889,212.0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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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84 1.603 减少 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0 0.083 -75.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0 0.083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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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48.04 -190,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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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801.41 6,635,762.50 

 

债务重组损益  1,916,746.63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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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61.63 -5,271,328.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820.61 1,099,794.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5,125.20 -7,534.10 

 

所得税影响额 -19,120.60 -1,128,652.54  

合计 482,566.55 3,054,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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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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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户） 11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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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8,727,521 3.90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9,835 0.42 /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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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645 0.40 / 未知 / 未知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373,079 0.32 / 未知 / 未知 

张跃成 1,600,000 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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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欣 1,372,700 0.19 / 未知 / 未知 

杨昕辉 1,265,101 0.17 / 未知 / 未知 

杨宏伟 1,14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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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9,835 人民币普通股 3,1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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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645 人民币普通股 2,946,645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373,079 人民币普通股 2,373,079 

张跃成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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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欣 1,3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2,700 

杨昕辉 1,265,101 人民币普通股 1,265,101 

杨宏伟 1,146,945 人民币普通股 1,14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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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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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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297,736,826.43 210,645,802.05 41.3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叙永

公司等预付项目工程款增

加所致 

存货 1,442,902,812.11 734,470,519.68 96.45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合同资产 1,516,929,526.82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500,907,118.06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收回借给

扬州三湾委托贷款 

投资性房地产 1,232,892,803.59 120,216,652.18 925.56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工业

大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后对外出租导致投资性房

地产增加 

在建工程 4,625,740.29 1,109,618,092.88 -99.58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工业

大厦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后出租转入投资

性房地产所致 

应付票据   11,116,320.00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银行票据

到期付款所致 

应付账款 754,499,220.88 1,247,902,861.95 -39.54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应付

项目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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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 
 

151,927,013.04 -100.00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合同负债 1,001,573,832.54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7,575,541.64 10,665,482.92 908.63 
子公司中船九院计提职工

薪酬的增加 

应交税费 10,121,009.90 31,052,536.57 -67.41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计提

税金的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955,394,939.75 68,531,798.62 1294.09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递延收益 24,567,688.48 18,017,358.48 36.3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到

项目补助款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1,087,134,541.88 1,954,828,147.18 -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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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186,066.45 1,810,466,064.82 -50.78 随营业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研发费用 31,515,926.03 72,547,194.69 -56.5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科研

项目的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9,626,675.62 47,779,524.36 -37.99 
公司本期利息收入的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7,521,094.43 4,392,063.36 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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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5,869.21 170,384,891.59 -92.98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处置

扬州三湾 50%股权，本期

无此业务 

资产减值损失 -4,034,787.24 
  

子公司中船华海下属江南

德瑞斯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外支出 6,616,491.30 177,021.14 3637.68 
子公司中船华海下属江南

德瑞斯本期盘亏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04,007.30 15,838,085.03 -59.57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利润

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

企业所得税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167,583.11 123,172,264.06 94.99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到

退回的项目保证金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402,869.28 83,688,140.34 -38.58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

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29,431,627.84 121,387,974.26 336.15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

温岭土地款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529,784,000.00 4,800,000.00 10937.17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回

对扬州三湾委托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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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6,458,226.17 78,152,157.27 -91.7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

收到联营公司利润分配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214,588.31 1,826,017.00 -88.25 
公司上年同期收到拆迁补

偿款，本期无此业务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404,395,188.15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

处置扬州三湾 50%股权所

致，本期无此业务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2,926,145.86 545,058,889.30 -66.4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

收回股东借款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01,320,537.19 159,088,675.63 -36.31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中船

工业大厦公司在建工程支

出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802.00 1,232,000.00 -98.15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

投资款的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560,000,000.00 208,238.40 268822.54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新增

定期存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18,856,0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公司

收到股东投资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9,997,350.62 120,000,000.00 -83.34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

处置扬州三湾 50%股权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本

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1,545.2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公司

支付融资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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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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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

成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德瑞斯”）相关股权过户事宜；

并以 2020 年 5 月 21 日为基准日，受让江南德瑞斯与第三方的债权债务；同时，与江南德瑞斯签

署完成债转股增资协议，中船华海按其持有的江南德瑞斯全部债权人民币 360,719,075.83元对江

南德瑞斯进行增资，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2日、2020年 9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2、027）。

公司已于 2020年 10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

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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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1）。 

（2）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常熟梅李城乡一体化项目因受相关土地政策变更

的影响，处于停滞状态。常熟梅李城乡一体化项目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30,000.00 万元，2020

年 1-9 月，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截至报告期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为

25,425.46万元。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该项目进行沟通，该项目是否能够继续推进暂时无

法确定；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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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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