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重 要 提 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本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3公司董事长王景、财务总监李诗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会

计报告的真实、完整。

1.4本报告已经第八届董事局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南洋 5

股票代码 400023

董事局秘书 黄晶玉（代理）

联系地址 海口市世贸东路 2号世贸中心裙房第 3层 4号

电话 0898—68532312

传真 0898-68510067

电子邮箱 sed@nyshipping.com.cn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104,787,153.02 110,350,053.43 -5.04

股东权益
86,678,531.30 86,308,478.53 0.43

每股净资产
0.349 0.347 0.58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0.349 0.347 0.58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66,379.63 1,819,546.20 -372.9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007

2.2.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净利润
370,052.77 162,133.54 128.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82,658.12 262,133.54 122.28

基本每股收益
0.001 0.001

稀释每股收益
0.001 0.001

净资产收益率
0.43% 0.52% -17.31



2.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7年 1-3 月

营业外收支净额 -199,378.29

补贴收入 0.00

合 计 -199,378.29

2.2.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大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截止 2017年 3月 31日) 户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 期末比例

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
32302862 12.9877%

车小波 17500000 7.0361%

海南大唐实业有限公司 15116124 6.0776%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66779 2.077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3430350 1.3792%

山西恒嘉信贸易有限公

司
3060498 1.2305%

海南百勤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2871725 1.1546%

陈明雄 2473800 0.9946%

邝剑锋 2137432 0.8594%

毛丽君 2125520 0.8546%



三、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3.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公司董事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公司一季度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达到 9000多万，净利润同比去年分别

增长 5918.73%、128.24%，实现稳中向好的良好开局。公司将围绕结构调

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加强风险防控，并逐步把资源投入到实体产业上，保

持业务平稳，健康发展。适时开拓毛利高的新品种，优化升级大宗商品贸

易业务。同时公司董事局也注意到，当前经济向好但是存在周期性因素。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3.1.5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和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评估、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局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发

生大幅度变化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 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336,056.18 3,275,120.45 27,301,992.88 27,301,992.88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31,183,190.13 31,183,190.13 37,585,464.77 37,585,464.77

预付帐款 1,873,582.80 1,873,582.80 441,965.60 441,965.6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2,642,100.55 21,000,100.55 18,785,627.93 18,785,627.93

存 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66,034,929.66 57,331,993.93 84,115,051.18 84,115,051.1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1,102,5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752,386.38 8,748,436.01 8,846,405.87 8,846,405.8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16,732,335.82 16,732,335.82

商誉 4,289,190.25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5,496.38 495,496.38 495,496.38 495,496.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752,223.36 47,078,768.21 26,235,002.25 26,235,002.25

资产总计 104,787,153.02 104,410,762.14 110,350,053.43 110,350,053.43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帐款

应付职工薪酬 213,261.71 191,488.98 231,201.88 231,201.88

应交税费 2,938,604.35 2,929,854.71 11,5434,51.71 11,543,451.7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2,325,827.38 2,325,827.38 2,325,827.38 2,325,827.38

其他应付款 12,630,928.28 12,232,151.51 9,941,093.93 9,941,093.93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108,621.72 17,679,322.58 24,041,574.90 24,041,574.9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8,108,621.72 17,679,322.58 24,041,574.90 24,041,574.90

股东权益:

股 本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资本公积 285,996,487.55 285,996,487.55 285,996,487.55 285,996,487.55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7,458,927.23 7,458,927.23 7,458,927.23 7,458,927.23

未分配利润 -455,495,011.48 -455,442,103.22 -455,865,064.25 -455,865,064.2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合并报表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6,678,531.3 86,731,439.56 86,308,478.53 86,308,478.53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86,678,531.3 86,731,439.56 86,308,478.53 86,308,478.5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04,787,153.02 104,410,762.14 110,350,053.43 110,350,053.43

法定代表人： 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

负责人：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

人：李诗情



损 益 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收入 96,107,290.17 94,089,299.49 1,596,802.75 1,596,802.75

减：营业成本 93,734,807.02 91,809,643.29 58,775.32 58,775.32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670.30 23,612.63 89,420.95 89,420.95

销售费用 17,547.77 17,547.77

管理费用 1,534,492.08 1,476,929.20 1,115,419.59 1,115,419.59

财务费用 -3,645.07 -1,759.73 17,008.84 17,008.8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10,418.07 763,326.33 316,178.05 316,178.05

加：营业外收入 630.00 630.0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8.29 200,008.29 100,000.00 10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511,039.78 563,948.04 216,178.05 216,178.05

减：所得税费 140,987.01 140,987.01 54,044.51 54,044.51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70,052.77 422,961.03 162,133.54 162,133.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情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2017 年 1-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6,242,791.70 15,998,302.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411,768.12 40,917.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7,654,559.82 16,039,220.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4,151,160.35 2,758,775.3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0,391.53 361,705.16

支付的各种税费 2,248,843.55 1,790,143.48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830,544.02 8,602,104.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620,939.45 13,512,728.2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966,379.63 2,526,492.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966,379.63 2,526,492.5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302,435.81 1,869,636.1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36,056.18 4,396,128.60

补 充 资 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亏损"-"号填列) 552,274.46 162,133.54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16,111.41 13,813.11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填列)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714,184.82 10,499,051.4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8,248,950.32 -8,108,505.5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6,379.63 2,526,492.5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内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396,128.6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869,636.1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10,336,056.18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27,302,435.8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966,379.63 2,526,492.50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情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7 年 1-3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4,314,801.02 15,998,302.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396,737.08 40,917.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711,538.10 16,039,220.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1,651,160.35 2,758,775.3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0,391.53 361,705.16

支付的各种税费 2,248,843.55 1,790,143.48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448,015.10 8,602,104.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3,738,410.53 13,512,728.2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026,872.43 2,526,492.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1,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026,872.43 2,526,492.5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301,992.88 1,869,636.1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75,120.45 4,396,128.60

补 充 资 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亏损"-"号填列) 605,182.72 162,133.54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15,771.78 13,813.11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填列)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财务费用(收益以"-"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756,184.82 104,99,051.4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404,011.75 -8,108,505.5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6,872.43 2,526,492.5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内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3,275,120.45 4,396,128.6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7,301,992.88 1,869,636.1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026,872.43 2,526,492.50

法定代表人：王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

情



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合并)

编制单位：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3 月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一、实收资本（或股本）：

期初余额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本期增加数

其中：资本公积转入

盈余公积转入

利润分配转入

新增资本（或股本）

本期减少数

期末余额 248,718,128.00 248,718,128.00
二、资本公积：

期初余额 285,996,487.55 255,378,296.44
本期增加数

其中：资本（或股本）溢价

接受损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接受现金捐赠

股权投资准备

拨款转入

外币资本折算准备

关联方交易差价

资本评估增值准备

其他资本公积

本期减少数

其中：转增资本（或股本）

期末余额 285996487.55 255,378,296.44
三、法定和任意盈余公积：

期初余额 7,458,927.23 7,458,927.23
本期增加数

其中：从净利润中提取数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余公积

企业发展基金

法定公益金转入数

本期减少数

其中：弥补亏损

转增资本（或股本）

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



分派股票股利

期末余额 7,458,927.23 7,458,927.23
其中：法定盈余公积 7,458,927.23 7,458,927.23

任意盈余公积

企业发展基金

四、法定公益金：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数

其中：从净利润中提取数

本期减少数

其中：集体福利支出

期末余额

五、未分配利润：

期初未分配利润 -455,865,064.25 -480,347,442.13
本期净利润 370,052.77 162,133.54
本期利润分配

期末未分配利润 -455,495,011.48 -480,185,30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