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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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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褚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邬雅淑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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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6,973,963,286.56 7,132,110,585.23 -2.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955,372,499.50 2,071,200,841.34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2445 2.3775 -5.5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894,053.25 -35.8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754 -35.84 

报告期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933,250.13 -90,173,427.78 -46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1035 -461.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75 -0.1220 -486.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9 -0.0662 -277.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4.48 减少 1.5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2 -5.30 减少 1.5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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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24,785.42 
本期公司处置了 2 艘老龄 

船舶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678.28 

所得税影响额 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64.01 

合计 16,136,299.69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65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65,062,214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87,478,031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江北富搏企业管理咨询 

公司 
7,268,288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梵莱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716,901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06,631 人民币普通股 

岑岚 1,831,802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514,502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23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 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2.3.1 转债发行情况 

201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编号：临 2010-06）。201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公开发行 7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0]1818 号文核准；2011 年 1月 7 日，公司公开发行了 7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并 

于 1 月 20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运转债”自 2011 年 7 月 8 日起可转换 

成本公司 A 股股份。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可转债进行了 2012 年跟踪评级，维持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可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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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报告期转债持有人及担保人情况 

期末转债持有人数 2,922 

本公司转债的担保人 无 

前十名转债持有人情况如下: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债数量（元） 持有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450,000 9.37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64,000,000 8.8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50,100,000 6.96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44,051,000 6.12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21,881,000 3.04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88,000 2.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372,000 2.69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7,902,000 2.4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254,000 2.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645,000 2.03 

2.3.3 报告期转债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可转换公司债券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转股 赎回 回售 其它 

海运转债 719,869,000 0 0 0 0 719,869,000 

2.3.4 报告期转债累计转股情况 

报告期转股额（元） 0 

报告期转股数（股） 0 

累计转股数（股） 28,842 

累计转股数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0.0033 

尚未转股额（元） 719,869,000 

未转股占转债发行总量（%） 99.98 

2.3.5 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转股价格 

调整日 

调整后转 

股价格 
披露时间 披露媒体 转股价格调整说明 

2011 年 5 
月 17 日 

4.54 
2011年5月 
10 日 

《上海证 
券 报 》、 
《中国证 
券报》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0 年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 
约定， “海运转债”的转股价格相应由原来的 4.58 元/股调 
整为 4.54 元/股。 

2012 年 5 
月 21 日 

4.51 
2012年5月 
15 日 

《上海证 
券 报 》、 
《中国证 
券报》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1 年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 
约定， “海运转债”的转股价格相应由原来的 4.54 元/股调 
整为 4.51 元/股。 

截止本报告期末最新转 
股价格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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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984.08 32,635.63 -29.57 支付项目工程款和偿还银行借款及利息所致 

应收票据 0.00 1,000.50 不适用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预付账款 638.31 245.50 160.00 预付未达航次港口费增加 

在建工程 0.00 39,657.66 不适用 
“明州 55 轮”、“明州 57”轮和“明州 59”轮 

建成投入营运 

固定资产 260,870.57 219,698.77 18.74 
“明州 55 轮”、“明州 57”轮和“明州 59”轮 

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 

应交税金 293.65 4,951.11 -94.07 上缴了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余款 

其他应付款 4,928.90 6,513.17 -24.32 结清部分工程保证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5,923.08 11,161.97 -46.94 到期归还船舶融资租赁款及长期项目贷款 

其他流动负债 1,290.20 0.00 不适用 预提船舶修理费与实际支付差额 

资产总计 706,182.71 713,211.06 -0.99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1-9 月） 上期金额（1-9 月） 比上期增减额 比上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7,589.27 97,240.31 -19,651.05 -20.21 

营业成本 65,036.68 70,011.16 -4,974.48 -7.11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15.81 3,074.09 -858.28 -27.92 

管理费用 2,635.72 2,633.49 2.22 0.08 

财务费用 20,187.42 17,990.31 2,197.11 12.21 

投资收益 -302.83 -690.07 387.24 56.12 

营业利润 -12,789.19 2,841.20 -15,630.39 -550.13 

营业外收支净额 1,613.95 5,822.51 -4,208.56 -72.28 

利润总额 -11,175.24 8,663.71 -19,838.95 -228.99 

所得税费用 114.49 2,457.84 -2,343.34 -95.34 

净利润 -11,289.74 6,205.87 -17,495.61 -281.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9,017.34 7,236.27 -16,253.62 -224.61 

1、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20.21%，主要系受国际国内贸易需求量下 

降和运力供需失衡的影响，干散货运输市场持续疲软，报告期全球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 

指数（BDI）最低值为 661 点，直逼历史低点，船舶运输价格和船舶周转率均比上年同期下 

降，使得公司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4.48%；同时，受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影响， 

公司收费公路营运业务需求也出现下降趋势，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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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 7.11%。其中，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成本下 

降 9.64%，收费公路营运业务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15.29%： 

（1）因船舶周转效率的下降，船舶营运变动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15.44%：其中，因船 

舶留港时间延长和期租经营因素，燃料消耗数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23.65%，但燃油综合价格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84%，燃料成本比上年下降 19.13%； 

（2）船舶运输固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 3.54%，剔除联营船舶租赁费因素，自有船舶 

固定成本实际增长 8.25%，主要系船员人力成本提高和新船投放后折旧、保险费的增加； 

（3）收费公路营运业务成本增长 15.29%，主要系无形资产摊销和公路养护费用增加所 

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56.12%，主要系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出售了所持有的 27.67%希铁隆公司全部股权，本期投资亏损减少。 

4、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72.28%，主要系上年同期有房产出 

售收入。 

上述营业收入的下降、成本高企和营业外收入的减少，导致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等利润指标大幅下降。 

（三）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1-9 月） 
上期金额 （1-9 月） 减少金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89.41 32,594.76 -8,605.35 -26.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66.44 -50,551.78 36,985.34 -73.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86.88 30,882.40 -50,969.28 -165.04 

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989.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26.40%，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566.4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净流出 73.16%，主要系上年开工的在建工程本年度陆续交付，本期投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本报告期没有新增投资项目。 

3、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086.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165.04%，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到 7.2 亿元资金所致。 

（四）公司投资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1 发行可转债 72,000 4,744.43 70,092.60 438.82 
用于募投项目的 

后续建设 

合计 / 72,000 4,744.43 70,092.60 438.82 / 

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月 7日公开发行了 72,000 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 1,905.5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0,094.5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为建造大灵便型船舶 4 艘。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744.43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0,092.60 万元，剩余 438.82 万元（含利息收入）。上述剩余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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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无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实际投入 

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进度 预计收益 
产生收益 

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建造1艘 5.75万吨 

级散货船 
否 20,750.00 18,665.39 是 89.95% 1,058.44 -696.64 否 详见注 （1） 不适用 

建造1艘 4.75万吨 

级散货船（01） 
否 18,280.00 18,439.01 是 100.87% 734.74 104.84 否 详见注 （1） 不适用 

建造1艘 4.75万吨 

级散货船（02） 
否 18,280.00 18,378.20 是 100.54% 734.74 345.51 否 详见注 （1） 不适用 

建造1艘 4.75万吨 

级散货船（03） 
否 12,784.50 14,610.00 是 114.28% 734.74 不适用 

不适 

用 
详见注 （2） 不适用 

合计 / 70,094.50 70,092.60 / / 3,262.66 / / / / 

注：（1）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建造的 5.75 万吨级散货船 “明州 78” 轮、 4.75 

万吨级散货船（01） “明州 55”轮和 4.75 万吨级散货船（02） “明州 57”轮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2012年 1 月 12 日和 2012 年 3月 29 日正式投入营运。年初至报告期末以上船舶实 

现的效益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受国际国内贸易需求量下降和运力供需失衡的影响，船舶 

运输价格和船舶周转率均比上年同期下降，致使船舶营运效率明显下降，运输收入比预期大 

幅减少；同时新船投放后折旧、燃油价格、船员工资、港口使费等成本上涨，使船舶的经营 

未达到预期效益。 

（2）4.75 万吨级散货船（03） “明州 59”轮于 2012 年 8 月 12 日正式投入营运。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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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审核批准，本公司于 2011年 1 月 7 日公开发行了 72,000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净额为 70,094.50 万元， 并于 1 月 20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自 2011 

年 7 月 8 日起"海运转债"进入转股期。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 1,310 张海运转债 

转为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28,842 股。 

2、本公司于 2012年 7 月 20 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 

团”）函获悉，海运集团的股东与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正在 

筹划股权转让事项，为避免本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价格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及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2 年 7 月 23日起停牌。停牌后，海运集团的相关股东方与浙能集团着力 

推进该事项的进展。2012 年 10 月 22 日，浙能集团与海运集团的相关股东、宁波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交投” ）与海运集团职工持股会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浙能集团合计收购海运集团 51%股权， 宁波交投持有海运集团的股权比例由原 40%增加至 49%。 

本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10 月 24 日复牌。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运 

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浙能集团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关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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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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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今年以来全球航运业景气度持续低迷，国内外市场运价低位运行，屡创历史新低，运力 

供需失衡，公司船舶营运效率下降，燃油、工资、财务费用等成本支出高企，预测公司年初 

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实施现金分红.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褚敏 

2012 年 10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