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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23 证券简称：南洋 5 公告编号：201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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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座三楼

电话 0898—68532312

传真 0898-68510067

电子邮箱 sed@nyshipp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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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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0,115.28 110,350,053.43 -4.82

股东权益
86,860,752.99 86,308,478.5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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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74.46 162,133.54 24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4,879.82 262,133.54 191.79

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001 100

稀释每股收益
0.002 0.001 100

净资产收益率
0.63% 0.52%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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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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截止 2017年 3月 31日) 12449 户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5,116,124 流通股

毛丽君 2,125,620 流通股

李杰 1,817,310 流通股

袁文君 1,728,760 流通股

蔡蔚 1,109,130 流通股

罗宏 1,000,004 流通股

柴毅强 960,000 流通股

邝瑞慈 759,063 流通股

梅洛奇 744,667 流通股

徐华智 731,350 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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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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73万元，净利润 55.23万元，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 488万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5918.73%、

240.63%、19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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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贸易业务上，保持

收入平稳增长，持续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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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公司收入和资产规模增长，人力资源及激励机制等问题将给公

司带来新的挑战。

公司于 2017年 1月 16日完成深圳德孚公司实收资本注资，并已聘请

专人开展业务，公司将以母子公司双轨并行模式快速做大做强大宗贸易业

务。公司于 2017年 3月 21日完成对海南佳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购，并

实际接管佳宜公司拟筹建的“南洋商务停车大厦”项目，截止报告期末，

佳宜公司已获得海口市规划局“原则同意该建筑设计方案”的批复，公司

将加快推动项目深化设计和建设，早日建成。建成后将做为公司总部办公

和营运基地，将会展现公司新风貌及带来长期稳定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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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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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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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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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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84.46 227,234.09 243,005.87 243,005.8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8,482,814.53

商誉 4,289,190.25

长期待摊费用 25,496,500.00 25,496,500.00 25,496,500.00 25,49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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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95,185.62 47,321,730.47 26,235,002.25 26,235,002.25

资产总计 105,030,115.28 104,653,724.40 110,350,053.43 110,350,0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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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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344.92 2,990,5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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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9,362.29 17,74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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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9,362.29 17,74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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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312,789.79 -455,259,8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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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60,752.99 86,913,661.25 86,308,478.53 86,308,478.53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86,860,752.99 86,913,661.25 86,308,478.53 86,308,478.5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05,030,115.28 104,653,724.40 110,350,053.43 110,350,053.43

法定代表人： 唐广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

责人：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

人：李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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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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529.82 1,233,9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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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380.33 1,006,288.59 316,178.05 316,1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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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02.04 806,910.30 216,178.05 216,178.05

减：所得税费 201,727.58 201,727.58 54,044.51 54,044.51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52,274.46 605,182.72 162,133.54 162,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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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广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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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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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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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广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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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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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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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广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诗情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诗

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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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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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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74.46 162,133.54
本期利润分配

期末未分配利润 -455,312,789.79 -480,185,30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