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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昌海运 股票代码 6002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晶 冯卓琛 

电话 0662-3229088 021-33623500 

传真 0662-2881697 021-33623808 

电子信箱 a600242@163.com a600242@163.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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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879,243.83 2,481,270,030.35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5,021,013.79 349,191,146.89 -15.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09,351.07 41,451,590.87 -183.49 

营业收入 172,171,781.73 151,572,512.61 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70,133.10 -38,628,548.4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318,820.46 -58,735,287.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2 -11.8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8 -0.14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8 -0.14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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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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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41 69,464,217 69,464,217 质押 68,310,000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47 34,093,196 30,782,809 质押 32,850,000 

 

陈立军 
境内自然

人 
10.92 29,841,311 29,841,311 质押 29,840,000 

 

广东绿添大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 6,142,902 6,142,902 质押 6,142,902 

 

广州市德秦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0 4,380,129 4,380,129 质押 4,380,129 

 

阳江市商贸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未知 0.90 2,467,749 2,467,749 无  

 

四川九洲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7 1,559,499 0 无  

 

王堃 
境内自然

人 
0.53 1,451,598 0 无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未知 0.37 1,000,000 0 无  

 

邓振波 
境内自然

人 
0.30 824,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2,171,781.73 元，同比增加 13.59%。实现

利润总额人民币-67,195,144.8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54,170,133.10 元。

上半年，由于散货航运市场形势持续低迷，公司沿海散货运输业务总体保持平稳，部分指标

有所下滑，完成货运量 500.25 万吨，同比增长 10.87%，货运周转量 413,527.27 万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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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9.94%。其中，煤炭承运量为 268.12 万吨，同比下降 3.89%；金属矿石承运量 232.13

万吨，同比增长 34.78%。沿海散货运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9,884,286.73 元，同比下降

10.80%，营业成本 151,393,643.22 元，同比下降 5.37%。航道疏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

42,287,495 元，同比增长 699.41%，营业成本 17,139,903.60 元，同比增长 194.02%。 

 

3.1   上半年市场形势分析和下半年展望 

3.1.1   上半年市场形势分析 

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 248,009 亿元，同比增长 7.6%，增速同比减缓 0.2 个百分点。水路货运量增

速继续下滑。1—5 月，全国水路货物运输量和周转量分别为 19.3 亿吨和 32,533 亿吨公里，

同比分别为增长 6.6%和下降 0.3%，增速分别下降了 2.8 和 11.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港口内

贸货物吞吐量 29.8 亿吨，同比增长 9.2%，上升 0.6 个百分点。散货运力过剩格局未根本改

善。运输市场行情继续探底，运价呈现波动下行态势，综合运价指数一度降至 2001 年发布

以来的最低值。截至 6 月 21 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2013 年中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

数平均值为 1046.46 点，同比下跌 7.6%。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需求不振，航运业整体低迷，港航疏浚增长趋缓的影响，但是在我国

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临海产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围海造陆工程项目高速增长，前景可期。上

半年，我国新建沿海 5 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61 个，内河万吨级以上泊位 45 个；传统港航疏

浚量达到 6.4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05%，呈稳中有增的态势，其中：新建航道疏浚工程

业务量呈相对稳定态势，上半年共完成疏浚量 5.58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0.08%，维护性疏

浚完成工程量 0.8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5%；全国围海造陆 61.75 平方公里，同比增长

31.55%，吹填规模达到 7.14 亿立方米（2012 年同期为 5.43 亿立方米），占整个上半年疏浚

市场施工规模的 53.85%，超过航道建设成为最大规模的疏浚市场细分领域。 

 

3.1.2   下半年市场形势展望 

沿海散货运输方面，考虑到今年煤炭运输市场需求整体疲弱，水电充沛且进口煤大量进

入市场，预计沿海煤炭全年总发运量不超过 6亿吨，保持上年水平。预计今年进口铁矿石呈

现小幅增长态势，约为 7.7 亿吨。沿海铁矿石运输预计将继续增长，二程矿运输有望呈现前

低后高态势，预计全年沿海铁矿石运量继续小幅增长。预计今年中国沿海干散货船运力增速

将明显放缓至 5%～8%。随着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中国沿海干散货运力过快增长的势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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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初步遏制。但由于前期积累的船舶数量较大，因而市场总体运力仍将继续保持高位，运

力过剩局面继续存在。 

航道疏浚市场方面，预计新建航道市场业务量可能出现南北涨跌互现的局面，随着我国

进口煤炭在整个煤炭运输环节比重上升，北煤南运的传统物流格局将会逐渐改变，以浙江、

广东、广西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将会成为国家新的大宗商品物流基地，大型港口建设在未

来将呈逐渐复苏态势。维护性疏浚市场预计在未来会成为传统疏浚市场的新增长点。随着中

央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东部沿海

各级政府纷纷将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临港产业园区和以生态环保为核心的临海新城纳入地

方发展规划，部分大型围海造陆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因此以围海造陆和环境整治为重点的新

型疏浚业务在 2013 年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期，特别是浙江海洋经济圈，未来将成为长三

角地区主要的围海造陆市场。 

 

3.2   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72,171,781.73 151,572,512.61 13.59 

营业成本 168,533,546.82 165,810,157.41 1.6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6,153,799.11 15,604,416.29 3.52 

财务费用 52,501,242.98 50,949,115.31 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609,351.07 41,451,590.87 -183.4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265,050.00 -16,988,579.7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367,345.27 -5,846,199.86  

研发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76,060,941.94 元，减少

183.49%，主要是三个因素综合影响，一是上年末较多的采用了商业承兑汇票的结算方式，

在本期陆续承兑，二是本期缴纳了较多的所得税，三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财政补贴比上年同期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14,276,470.25 元，主要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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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孙公司航道公司新增购船款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66,213,545.13 元，主要是本

期子公司短期借款新增所致。 

 

3.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3.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

率比

上年

增减

（%） 

船运业 129,884,286.73 151,393,643.22 -16.56 -10.80 -5.37 -6.69 

疏浚业 42,287,495.00 17,139,903.60 59.47 699.41 194.02 69.6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船运业务 129,884,286.73 151,393,643.22 -16.56 -10.80 -5.37 -6.69 

疏浚业务 42,287,495.00 17,139,903.60 59.47 699.41 194.02 69.67 

 

3.3.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172,171,781.73 14.09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3.4.1   品牌优势 

散货运输业务方面，公司在国内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散货运输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

经验以及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专业的航运经营管理班子及高素质的船员队伍，通过为客户提

供差异化的运输服务，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公司形象，并形成了包括众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

在内的稳定客户群。经过多年的潜心经营，公司与众多客户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在业内

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并且在舟山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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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疏浚业务方面，公司的市场地位逐渐增强，公司分别与中铁建港航局、中海工程建

设总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中交天津航道局、青岛海防局、南京航道局等建立了密切

战略合作关系，在业界树立了一定的企业形象，为今后深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4.2   船队优势 

公司近年来积极调整散货船运力结构，科学地制定运力发展规划，逐渐淘汰老旧船舶，

合理地选择新建船舶类型、数量与建造时机，公司船队的船型、船龄结构不断优化，船队竞

争力持续增强，未来新造船将根据市场形势和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逐步安排下水运营。船队结

构的优化，增加了公司的风险抵抗能力，增强了公司散货业务的持续发展能力。 

疏浚装备对于疏浚企业的施工能力、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疏

浚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船队结构和装备旗舰的竞争。随着疏浚市场结构的调

整，传统疏浚出现了全球性的供大于求的情况，加快了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疏浚设备的淘

汰速度，疏浚装备特种化和大型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公司现有疏浚船舶以先进的大舱容自航

耙吸式挖泥船为主力，在工程适应性、施工效率和节能环保等方面优势明显，同时也购置和

租赁一批小型绞吸挖泥船，大小型设备的灵活配合，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益。 

 

3.4.3   区位优势 

公司散货运输的主要业务和客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区域，长三角地区经济活跃，航运发

达，航运产业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基地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也在加速推进，长三角地区航运业面临重大的发

展转型机遇。公司多年来深耕舟山、上海市场，与地方政府、大型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对于如何把握长三角航运产业转型发展的机遇已提前做好战略谋划，并积极实施产业转

型升级战略，稳定散货业务，拓展海工业务，做大贸易业务。相信随着舟山和上海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的落地，相关重大项目的启动，公司将把握先机，率先发展。 

 

3.4.4   经营模式优势 

公司散货业务经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COA 合同收入在公司业务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

COA 合同通常锁定运量并约定相对稳定运价，是大货主和航运公司之间风险共担的一种运

营模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在运价波动频繁的市场中增强公司业务的抗风险能力，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公司维护与主要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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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管理能力优势 

公司经营航运业务有多年的历史，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与竞争洗礼，已经形成了一套稳

定、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建立了科学合理的技术管理、运输管理和船舶管理制度。同时，

公司现任高层管理团队团结稳定，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突出的管理能力将是公司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董事长： 周健民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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