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42                                                  公司简称：中昌海运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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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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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昌海运 600242 *ST中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晶 暂无 

电话 0662-3229088 暂无 

传真 0662-3226888 暂无 

电子信箱 a600242@163.com 暂无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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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783,719,363.03 1,713,642,157.71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345,510.13 64,047,046.23 -29.20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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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7,323.57 -10,323,911.2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70,555,110.47 129,502,413.05 3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01,536.10 -35,937,341.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9,803,212.81 -54,865,526.19 不适用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19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8 -0.13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8 -0.131 不适用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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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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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69,190,000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62 34,503,172 0 质押 34,460,000 

陈立军 境内自

然人 

10.92 29,841,311 0 质押 29,840,000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其他 1.83 4,999,778 0 无   

杭州万永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1.56 4,266,100 0 无   

朱文 境内自

然人 

1.28 3,506,799 0 无   

夏琼 境内自

然人 

1.28 3,497,755 0 无   

唐君 境内自

然人 

1.03 2,803,693 0 无   

张群英 境内自

然人 

1.01 2,770,900 0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43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0.97 2,646,816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兴铭房地



 

 

明 产有限公司、陈立军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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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虽

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今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转型的首要任务，“供

给侧改革”成为影响沿海散货运输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一季度，受制于散货市场供需两端疲软，

运价持续探底并累计创低，然而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情况出现变化。煤炭资源持续紧张

引起“连锁反应“：煤价上涨预期渐浓、下游采购情绪高涨、大量船舶压港等货、可用运力明显

缩减等等，共同支撑运价反弹。 

2016上半年，受沿海散货市场行情探底反弹的走势影响，公司沿海散货运输业务稍有增长。

完成货运量 499.88万吨，同比增加 21.57%；货运周转量 505176.9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37.25%。

其中，煤炭承运量为 278.08 万吨，同比上升 47.6%；金属矿石承运量 221.83万吨，同比基本持

平。沿海散货运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140.69万元，同比上升 7.5%，营业成本 7835.24万元，同

比下降 6.32%。 

2016上半年，多个国内沿海港口及配套的码头和航道项目先后开工建设，耙吸船疏浚市场开

始明显回暖。其中大丰港航道疏浚工程、上海洋山港疏浚工程、以及长江口、厦门港主航道、天

津港等维护性疏浚工程的陆续开工导致耙吸船需求增加，耙吸船市场走俏，疏浚市场稍有回暖。

2016上半年，公司疏浚业务收入 6028.03万元。 

2016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055.5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31.70%。实现

利润总额人民币-2977.4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的净利润人民币-1870.15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大幅减亏。 

海运市场的低迷状态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

理层高度重视公司持续发展问题，于 2015年 8月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着手布局重大资产



 

 

重组。锁定博雅科技作为交易标的后，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同时在中国证监会出具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后，公司及相关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至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最终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

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3号）。目前，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博雅科技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因本次重组事项发行的股份已完成登记。 

2016下半年，公司将会以博雅科技搜索营销为核心的大数据智能营销软件和服务业务作为立

足点，一方面，考虑到搜索引擎营销市场 30%以上的增速，公司将继续发展博雅科技的搜索引擎

营销代理业务，完善产业结构，创造稳定收益，提升公司业绩。另一方面，除继续深耕教育培训

行业的搜索营销服务外，公司将努力向其他相关行业拓展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整体

竞争能力。公司将对经营模式、管理制度、管理团队、内控制度等方面进一步适时调整，以优化

公司产业布局，保证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发展。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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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55,110.47 129,502,413.05 31.70% 

营业成本 140,807,790.70 127,998,900.90 10.01% 

管理费用 18,538,274.96 18,386,489.53 0.83% 

财务费用 40,686,313.09 43,687,533.60 -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7,323.57 -10,323,911.27 -21.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80,428.75 78,601,824.58 -108.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3,084.78 -52,093,897.47 108.1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增加的子公司疏浚业务收入以及资产托管收入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疏浚业务成本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减少的原因主要系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的

同时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去年同期转让子公司股权收到股权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报告书（草案）及

配套议案获 2015年 11月 17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6年 1月 29日召开的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同时获得公司于 2016年 2月 18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受理的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于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341号），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6年 3月 18日，公司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6034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2016年 4月 12日，公司发布《中昌海运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

落实的回复，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并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2016年 4月 16日，公司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补充公告》，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

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细化和补充，并披露了《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修订稿）》。 

2016 年 4 月 21 日，并购重组委召开 2016 年第 2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为有条件通过。 

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日获得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科博

德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343 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

公告》（临 2016-040）。 

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标的资产博雅科技将 100%股权变更至公司名下，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发布《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部分 75,231,480 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69,444,443 股，合计 144,675,923 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公司注册资本由 273,335,353.00 元变更为 418,011,276.00 元。 

目前，公司尚需就前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

变更的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强化团队、创新转型，加强激励，跨越发展”的工作方针，公司全体

员工按照年初指定的发展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得到中国证监

会批复，公司已注入了新的业务资产，提升了公司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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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船运业务 81,406,918.33 78,352,414.58 3.75% 7.50% -6.32% 14.20% 

货物代理 186,832.69 65,094.34 65.1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疏浚业务 60,280,287.49 61,077,743.26 -1.32% 39.42% 74.54% -20.39% 

贸易业务 6,225,861.77 - 100.00% -30.26% 不适用 不适用 

船员管理 299,292.53 - 100.00% 33.02% 不适用 不适用 



 

 

业务 

资产托管

业务 

21,000,000.00 857,670.00 95.9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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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99,192.81 32.23%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8 家。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

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黄启灶     

 

中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