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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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1,901,600.11 9,052,054,033.92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930,121,467.49 3,923,608,083.0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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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25,581.94 -321,093,4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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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602,648.71 179,548,696.45 15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35,293.52 6,121,917.67 -3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741,100.86 2,946,002.63 -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098 0.158 减少 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5 0.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5 0.008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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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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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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4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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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58.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247.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26.18  

所得税影响额 -173,583.92  

合计 1,094,1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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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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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04,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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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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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518 0.36 / 未知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8,339 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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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宝辉 1,5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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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宏伟 1,146,945 0.16 / 未知 / 未知 

孙珑展 1,074,760 0.15 /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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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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400 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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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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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518 人民币普通股 2,646,5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8,339 人民币普通股 2,38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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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宝辉 1,50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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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宏伟 1,146,945 人民币普通股 1,146,945 

孙珑展 1,074,760 人民币普通股 1,07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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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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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0,000,000.00 
  

公司本期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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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461,543,352.97 263,068,732.33 75.45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预付项目工程款

的增加 

长期应收款 226,961,191.05 375,220,479.38 -39.51 
子公司中船九院收回奉化项目部分长

期应收款所致 

在建工程 4,125,921.2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工业大厦公司本

期后续配套工程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0,011,152.81 310,277,819.47 -96.77 子公司中船九院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6,144,005.54 8,021,191.25 475.28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计提职工薪酬的

增加 

应交税费 15,014,261.04 39,676,733.24 -62.1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计提税金的减少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65,602,648.71 179,548,696.45 159.32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期受疫情影响

导致收入较少 

营业成本 411,025,336.60 128,832,865.23 219.04 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税金及附加 4,245,977.70 1,725,465.31 146.08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工业大厦本

期计提房产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590,440.95 4,299,491.68 30.03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咨询公司成

立销售部门增加销售费用所致 

研发费用 13,040,677.36 8,314,552.85 56.84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研发项目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286,418.60 5,098,087.67 
 

公司本期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233,689.70 3,289,469.04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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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2,562,737.19 -1,293,313.51 
 

公司本期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1,244,956.28 4,761,708.81 136.15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回奉化等

项目的应收款项冲回坏账准备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207,214.81 856,916.85 40.88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利润总额增

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159,917,363.78 758,727,342.06 52.88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收回项目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6,983.44 1,215,398.17 -95.31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收到出

口退税款项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9,529,498.02 28,558,039.74 38.42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企业所

得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38,763,892.26 151,538,058.12 -74.42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支付项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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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关的现金 证金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200,0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企业本期收

到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4,558,412.44 

  

公司本期收到参股公司现金分红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000,000.00 22,800.00 833,233.33 公司本期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00 200,000,000.00 -1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上年同期新增定

期存款，本期无此业务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1,518,200.00 -100.00 公司本期未取得借款资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97,350.62 -100.00 公司本期未取得筹资资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300,000,000.00 220,000,000.00 36.36 

子公司中船九院本期归还借款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000,000.00 

  

子公司中船九院下属梅李公司本

期归还其他股东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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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号）

第十九条“转让项目自首次正式披露信息之日起超过 12个月未征集到合格受让方的，应当重新履

行审计、资产评估及信息披露等产权转让工作程序。”的规定，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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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挂牌转让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南德瑞斯”）100%股权事宜自首次挂牌日 2020年 11月 6 日起，未征集到合格受

让方，可以继续挂牌至 2021年 11月 5日。现结合江南德瑞斯 100%股权第二次挂牌情况，继续委

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按同等挂牌条件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者 2021年 11月 5日

止，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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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1）。 

（2）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徐州

中船阳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内容，已顺利完成了全资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

院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昊川置业有限公司就中船阳光投资 20%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本次股权转

让手续事宜已办理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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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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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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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该项目进行沟通，项目是否能继续推动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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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但结合 2020年该项目全年及本报告期的实际投入及沟通情况，公司认为未来公司对该项

目继续投入的可能性较低；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履行相关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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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