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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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姚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建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蒋雪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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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9,118,044.12 7,626,115,607.07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16,918,466.37 2,995,427,689.26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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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26,176.24 212,953,479.03 -40.07 

营业收入 963,629,830.40 1,331,031,147.15 -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4,776,031.27 151,621,353.67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4,790,040.06 147,923,084.27 -15.6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08 6.13 减少 2.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48 0.0302 -17.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48 0.0302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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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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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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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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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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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61   

合计 -14,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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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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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250,562,960 24.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 

387,934,815 7.7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250,221,798 4.9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下关

支行 

237,847,880 4.7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189,095,879 3.76 0 无 0 其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38,781,438 2.76 0 无 0 国有法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36,609,454 2.72 0 无 0 其他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117,683,500 2.34 0 无 0 其他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有限公司 
95,982,659 1.92 0 质押 93,197,13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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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76,258,202 1.5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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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250,562,96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562,9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 

387,934,815 
人民币普通股 

387,934,8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250,221,798 人民币普通股 250,221,7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

支行 

237,847,88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47,88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89,095,879 人民币普通股 189,095,87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8,781,438 人民币普通股 138,781,43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609,454 人民币普通股 136,609,454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17,68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83,500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95,982,659 人民币普通股 95,982,65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76,258,202 人民币普通股 76,258,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和南京长江油运公司属于同一

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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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396,625,624.47 636,374,489.99 -37.67 

应收账款 383,009,133.76 254,916,413.53 50.25 

应付票据 
 

1,942,240.00 -100.00 

预收款项 10,918,551.76 38,067,009.63 -71.32 

应交税费 16,542,098.56 9,151,528.25 80.7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8,407,700.19 550,465,275.44 -38.52 

其他综合收益 -10,510,310.62 -4,384,173.83 139.73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营业成本 722,889,360.18 1,084,625,521.17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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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3,269,452.06 2,171,410.71 50.57 

资产减值损失 -410,755.31 356,130.13 -215.34 

所得税费用 2,272,190.60 1,529,910.71 48.52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6,126,136.79 1,887,037.85 -42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26,176.24 212,953,479.03 -40.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650.00 2,809,860.00 -106.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842,887.23 -164,782,696.52 120.80 

注释：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收购 5艘融资租赁 MR船舶支付收购款所致； 

2、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内贸运输增加，回收账期延长，尚未结算的应收运费

增加所致； 

3、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兑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4、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预收油品贸易款和运费减少所致； 

5、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部分船舶由外贸运输转内贸运输从而增加应交税费所

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收购 5艘融资租赁 MR船舶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余额变化所致； 

8、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为有效控制油品贸易风险，公司压缩贸易业务使贸易

成本随贸易收入同步下降所致； 

9、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部分船舶由外贸运输转内贸运输从而增加应交增值

税附加税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回为租家垫付的港口费等而转回已计提的坏

账准备所致； 

11、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以前年度可弥补亏损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2、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减少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回的油品贸易款同比减少，

以及较多地支付了经营性款项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报告期内收到“宁化401” 轮拆船

补贴以及支付船舶更新改造款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收购 5艘融资租赁 MR船舶支付

融资租赁款以及取得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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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事项的情况说明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开市起暂停转让，并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发布《关于股票暂停转让的公告》。2017 年 3 月

3 日和 3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上市的议案》等议案，相关情况请详见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www.neeq.com.cn）发布的公告。 

2、实际控制人其他情况说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批复，以无偿划转方式将中国外运

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整体划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局集团”），成为其子企业。 

2017 年 4 月 7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中

国外运长航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最终全部完成，其出资人由国务院国资委变更为招商局

集团。至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变更为招商局集团，其通过中国外运长航集

团持有本公司 27.02%的股份，国务院国资委作为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3、控股股东其他情况说明 

2015 年 4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长江油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油运”）与中国外运长

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股份转让协

议》，南京油运拟通过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0,562,96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89%。 

本次权益变动前，南京油运持有公司 1,250,562,96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89%，为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外运长航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持有南京油运 100%

的权益，并直接持有公司 95,982,659 股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除拟受让南京油运所持公司 1,250,562,960 股股份外，同时拟受让中国长江

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所持公司 9,325,838 股股份和武汉长江轮船公司所持公司 1,554,304 股股

份。 

上述权益变动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持有公司 1,357,425,76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2%，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同时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油运、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武

汉长江轮船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上述权益变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国有股权

协议转让，公司控制权、主营业务等不因此发生变化。 

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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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关于股份协议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的通知》：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中国长江航运集团

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298 号），同意南京

长江油运公司、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将其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125056.296 万股、932.5838 万股、155.4304 万股股份协议转让给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截至目前，股份尚未交割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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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

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  平 

日期 2017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