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1866

公司简称：中海集运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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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国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铭文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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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24,780,017.16 53,541,150,888.40 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898,476,352.77 24,792,436,298.64 -3.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68,673,044.69 3,124,192,479.49 -46.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858,974,396.56 26,754,788,082.75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3,872,485.04 663,568,935.07 -25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3,958,412.50 -288,899,446.9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5 2.75 减少7.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85 0.0568 -255.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85 0.0568 -2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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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1,866,952.79 -194,359,8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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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5,566.78 151,789,62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623,769.69 4,012,005.18

所得税影响额 -1,076,236.11 -1,311,512.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212.71 -44,384.14

合计 -42,495,065.14 -39,914,0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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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4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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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海运(集团)

总公司

5,280,795,012 45.2 无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733,398,140 31.96 无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95,314,795 1.67 无 无 0 国有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74,699,812 0.64 无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65,454,300 0.56 无 无 0 国有法人

赵强 54,976,548 0.47 无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建成 21,680,848 0.19 无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素娥 20,000,000 0.17 无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竹田 16,908,600 0.14 无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5,538,922 0.1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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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5,280,795,012 人民币普通股 5,280,795,012

HKSCC����NOMINEES�

LIMITED

3,733,398,14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33,398,14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95,314,795 人民币普通股 195,314,79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74,699,812 人民币普通股 74,699,81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65,4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54,300

赵强 54,976,548 人民币普通股 54,976,548

张建成 21,680,848 人民币普通股 21,680,848

郑素娥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刘竹田 16,9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8,6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538,922 人民币普通股 15,538,9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所持股份，在报告期内未发生质押、冻结或托管等情况。

（2）HKSCCNOMINEES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私人公司，

其主要业务为代其它公司或个人持有股票。

（3）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于2015年7月9日以资管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9,999,901股A股股份。（详情请见公告临

-2015-020）

（4）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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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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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34.97%，主要是本报告期票据结

算方式减少且本期部分票据已到期所致；

2. 本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102.64%，主要是本报告期预付

港口码头款项较年初增加所致；

3. 本报告期末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56.7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存款

利率较年初减少所致；

4. 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1.36%，主要是本报告期暂付

的未结案事故理赔款较年初增加所致；

5. 本报告期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本报

告期末持有待处置船舶所致；

6. 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43.24%，主要是本报告期已

认证未抵扣的进项税较年初增加所致；

7. 本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数增加110.12%，主要是本报告期银

行流动资金借款新增所致；

8. 本报告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数增加36.56%，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

收客户的款项比年初增加所致；

9. 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数下降36.36%，主要

是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贷款较期初减少所致；

10. 本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期初数下降94.3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融资租箱款到期支付所致；

11. 本报告期末递延收益较期初下降41.88%，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因营

改增优惠政策取得递延收益逐年摊销所致；

12. 本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40.5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增值税应纳税额同比下降所致；

13. 本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增加37.9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利息支

出同比增加所致；

14. 本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61.05%，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计提待处置船舶减值准备所致；

15. 本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同比减少82.44%，主要是去年同期处置子公

司取得收益而今年未发生所致；

16. 本报告期内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430.89%，主要是本报告期联营公司利润同比上涨所致；

17. 本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减少315.61％，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18. 本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同比增加537.09%， 主要是本报

告期内集装箱及底盘车处置利得同比增加所致；

19. 本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269.07%，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固

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20. 本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285.96%， 主要是本报

告期内船舶处置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21. 本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同比减少228.85%，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22. 本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69.7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所属

公司经营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23. 本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减少250.31%，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经

营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24. 本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255.80%， 主要

是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25. 本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51.4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

司经营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26. 本报告期内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同比增加403.89％， 主要是

本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27. 本报告期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同比增加

399.7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28. 本报告期内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同比增加

399.7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29. 本报告期内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同比增加376.98%，主要是因为2014年6月30日置换入中

海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所致；

30. 本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同比减少100％， 主要

是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未发生现金流量套期事项所致；

31. 本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同比增加512.55％， 主要是本

报告期内因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折算差额同比增加所致；

32. 本报告期内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减少224.78％，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利润减少所致；

33. 本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减少

229.6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利润减少所致；

34. 本报告期内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比减少42.05％，主

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利润减少所致；

35. 本报告期内每股收益同比减少255.81％，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利润减少所致；

36. 本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49.2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增值税税收返还减少所致；

37. 本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58.2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38. 本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98.31%，主

要是本报告期内受限保证金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39. 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46.59%，主要

是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减少幅度大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减

少幅度所致；

40. 本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38.55%， 主要是

本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去年出售子公司的款项所致；

41. 本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同比增加105.4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同比增加所致；

42. 本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100%，主要是去年同期所属子公司处置而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所致。

43. 本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同比增加32.7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固定资产购建同比增加所致；

44. 本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99.9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投资、收购企业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45. 本报告期内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00％， 主要是去年同

期报告期内所属子公司增资而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所致；

46. 本报告期内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100％，主要是去年同期报告期内所属子公司增资而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所致；

47. 本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2212.45%，主要是本报

告期内银行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48. 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加2191.61%，主要是报

告期内借款取得的现金流入同比增加所致；

49. 本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004.33％，主要是本报

告期内偿还银行贷款同比增加所致；

50. 本报告期内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同比减少

57.8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所属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同比减少所致；

51. 本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187.84％，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支付的手续费等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

比增加所致；

52. 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1783.16%，主要是本

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53. 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同比增加511.50%，主

要是本报告期内银行借款产生的现金流入同比增幅大于本报告期内还贷产生

的现金流出同比增幅所致；

54. 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减少

1179.5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外币汇率变动幅度较大所致；

55. 本报告期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240.83％，主

要是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同比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公司于2015年8月7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海运的通知，中国海运正在筹

划重大事项，鉴于此事项正在进一步论证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本公司已

于2015年8月7日申请本公司股票（SS.601866、HK02866）自2015年8月10日

起停牌。

相关事项仍在加紧筹划中，但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复杂，可能涉及资产重

组，目前相关事项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就具体交易方案与各中

介机构进行讨论、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

鉴于相关事项仍在筹划和论证中，且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截至报告

期末，本公司A股和H股股票仍处在停牌中。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不竞争承诺：2007年8月29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

司（下称"中国海运"）向本公司作出不竞争承诺：

（1）、中国海运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中国海运控股子公司采取有效

措施，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对本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的

集装箱运输及其相关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如中国海运或中国海运控股子公司获得参与任何与本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

司目前主要从事的集装箱运输及其相关业务或未来将主要从事的业务有关的

项目机会，则中国海运将无偿给予或促使中国海运控股子公司无偿给予本公

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参与此类项目的优先权。

（2）、中国海运同意向本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赔偿由于中国海运及/

或其控股子公司因违反本承诺而致使本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遭受的一切

损失、损害和开支。

本报告期内，中国海运没有违反以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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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发

日期 2015-10-29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5-040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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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10月2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公司全体十三

位董事均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一项议案，即：

1、 关于本公司二○一五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作书面

确认。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网站（www.cscl.com.cn）刊登；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同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表决结果：赞成：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 关于以光船租赁方式租入11艘21000TEU级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本集团（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秉持低碳环保的运营理念，顺应当前航运

市场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优化本集团船队结构、使本集团自有船和租

赁船保持一个合理的租造比水平、提升本集团综合竞争力，同意由本集团自控

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中海绿舟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海绿舟” ）以光船租赁方式租入11艘21000TEU级集装箱船（其中

6艘为实船，5艘为选择船。 在6艘实船光租合同签订后半年内，由中海绿舟选

择是否建造和购买5艘选择船，如果中海绿舟行使该等选择权，则本集团应就

各选择船与中海绿舟签订租约，其条款与实船租约之条款基本相同）。 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光租合同签署及相关工作。 详情待光租合同签订后另行公

告。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五位独立董事会前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查，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议审议。 本次会议公司八名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仅由公司非关联董事（即五位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集团光租入11艘21000TEU级集装箱船舶关联交易

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中海集运 证券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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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海运

（集团）总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

个月。

经向控股股东问询，目前控股股东相关事项仍在加紧筹划中，但由于所涉

及事项比较复杂，可能涉及资产重组，目前相关事项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

论证，包括就具体交易方案与各中介机构进行讨论、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

行沟通等。

公司将及时与控股股东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

在五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以公司在上述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1919

公司简称：中国远洋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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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马泽华、执行董事总经理姜立军、主管会计工作

负责人唐润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润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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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94，801，585.58 148，820，394，026.43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471，209，010.70 24，379，162，248.53 0.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61，868，645.31 4，393，554，688.28 28.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4，108，242，107.55 47，427，073，683.43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8，218，771.26 -654，306，183.05 12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14，469，963.16 -1，989，281，874.56 -9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7 -2.73 增加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6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6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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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98，745.22 -320，111，760.24 主要为拆解退役船舶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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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87，376.38 4，111，648，476.65

主要为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转拨付的船舶

报废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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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525.61 29，039，796.76

主要为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10，777，388.57 28，359，734.54 主要为应收账款拨备回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2，650，864.10 -91，229，498.71

主要为亏损合同计提的预计负

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65，092，079.56 377，366，860.93

主要为根据合同完成情况回拨

以前年度计提的亏损合同预计

负债

所得税影响额 -30，519，076.34 -106，450，109.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1，248，249.37 -25，934，766.26

合计 103，930，602.51 4，002，688，7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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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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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

司

5,318,082,844 52.06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

LIMITED

2,566,744,736 25.12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80,881,615 1.77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2,000,000 0.7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54,466,500 0.53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7,960,389 0.27 0 未知 0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7,195,772 0.27 0 未知 0 其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4,355,038 0.24 0 未知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3,734,937 0.23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23,500,000 0.23 0 未知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2,347,555 0.22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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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5,318,082,844 人民币普通股 5,318,082,844

HKSCC�����NOMINEES�LIMITED 2,566,744,7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66,744,7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0,881,615 人民币普通股 180,881,615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72,000,000 72,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4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66,5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960,389 人民币普通股 27,960,38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7,195,772 人民币普通股 27,195,77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4,355,038 人民币普通股 24,355,03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3,734,937 人民币普通股 23,734,937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2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2,347,555 人民币普通股 22,347,5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注：截至2015年9月30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通过其所属公司

持有81，179，500股H股，占公司已发行H股的3.15%，该数额包含在HKSCC�

NOMINEE� LIMITED�持股总数中。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及其所属

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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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股利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收股利余额226，011，633.86元，较年初增

加216，656，164.06元或2315.82%。 期内，有关联合营单位宣告分配股利带来

期末余额上升。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1，381，205，

133.34元， 较年初增加724，649，370.91元或110.37%，增加主要来自期内购

买理财产品及从非流动资产科目转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其他流动资产余额398，629，733.39元，较年

初减少208，105，483.70元或34.3%。 减少主要来自将一年内到期的部分从本

项目转出。

应付利息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利息余额455，425，725.06元，较年初增

加171，210，087.92元或60.24%。 增加主要来自于本期计提的应付中期票据

等利息。

应付股利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应付股利余额243，496，175.13元，较年初增

加240，319，569.92元或7565.30%。 期内，所属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宣告分派

2015年中期股息，带来期末余额相应增加。

预计负债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预计负债余额为325，180，266.38元，较年初

减少271，020，383.44元或45.46%，减少主要来自根据合同完成情况回拨以前

年度计提亏损合同预计负债。

长期应付款

截止2015年9月30日，本集团长期应付款余额为519，242，441.71元，较年

初减少607，352，091.92元或53.91%，减少主要来自长期应付款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11，580，451.36元，上年同期为-7，474，327.04元，

本期计提坏账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为变化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31，683，466.15元， 较上年同期收益减少41，

007，062.09元或439.82%。 期内，所持有股票增值权公允价值变动为损失，上

年同期为收益。

营业外收入

本期营业外收入为4，159，215，301.15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2，293，732，

618.99元或122.96%。期内，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转拨付

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是主要的原因。

营业外支出

本期营业外支出为458，908，083.4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41，457，590.90

元或61.77%。 减少主要来自本期处置船舶产生的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3，862，283，962.38元， 较去年同期净流

出1，180，224，383.51元增加净流出2，682，059，578.87元或227.25%。期内，收

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9，182，240，406.11元，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

少6，932，936，712.50元，减少均主要来自理财资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392，479，178.25元，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726，220，969.35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2，491，188，246.72�元，较去年同期净流

出9，396，044，233.11元减少净流出6，904，855，986.39元或73.49%。 期内，取

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2，821，365，080.18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4，933，510，

210.47元。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为23，512，821，068.37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725，064，118.48元。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公司2015年8月8日发布公告，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集

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的通知，获悉中远集团拟筹划涉及公司

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

日起停牌。 该重大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请见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没有新增的承诺事项。 所有承诺均按承诺要求全面履行，具

体承诺事项详见2013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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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业务板块运营数据

集装箱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本集团集装箱航运业务的货

运量为2，490，596标准箱，较去年同期减少0.5%。 前三季度集装箱航线货运

量累计为7，284，542标准箱，较去年同期增加4.18%。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团经营船队包括183艘集装箱船舶，

运力达865，972标准箱。 同时，持有10艘集装箱船舶订单，合计117，960标准

箱。

干散货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 本集团干散货运输完成货运

量3，883.21万吨，同比减少7.4%。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2015年7-9月 2014年7-9月

同比增

减%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

减%

分航线货运

量（吨）

国际航

线

32，654，416 33，385，527 -2.19 98，212，495 107，348，381 -8.51

国内沿

海航线

6，177，638 8，549，975 -27.75 19，506，418 24，641，939 -20.84

分货种货运

量（吨）

煤炭 12，776，411 13，862，299 -7.83 40，190，758 48，962，079 -17.91

金属矿

石

19，330，294 18，960，987 1.95 55，810，768 54，317，242 2.75

粮食 3，653，422 4，993，034 -26.83 11，119，983 15，995，086 -30.48

其他 3，071，927 4，119，182 -25.42 10，597，404 12，715，913 -16.66

货运周转量（千吨海

里）

191，132，517 191，735，897 -0.31 548，767，286 610，078，663 -10.05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团经营干散货船舶213艘（2014年末：255

艘），2134.81万载重吨。 同时，本集团持有干散货船舶新船订单40艘，3，474，

200载重吨。

码头业务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本集团集装箱码头业务总吞

吐量为17，651，269标准箱，较去年同季上升0.3%。 前三季度码头业务总吞吐

量为51，483，104标准箱，较去年同期上升2.8%。

码头吞吐量（千标准箱）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2015年7-9月 2014年7-9月

同比增

减%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

减%

环渤海湾 6,460,768 6,313,027 2.3 19,221,280 18,859,453 1.9

长江三角洲 2,419,917 2,528,113 -4.3 7,613,441 7,459,920 2.1

珠江三角洲及東南沿岸 6,390,684 6,317,567 1.2 17,479,205 16,749,707 4.4

海外 2,379,900 2,446,682 -2.7 7,169,178 7,017,876 2.2

集装箱总吞吐量 17,651,269 17,605,389 0.3 51,483,104 50,086,95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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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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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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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8日披

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3.2�重

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修订披露如下：

原披露情况：不适用。

修订后披露情况：

适用。

本公司2015年8月8日发布公告，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集

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的通知，获悉中远集团拟筹划涉及公司

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

日起停牌。

该重大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和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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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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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等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经向控股股东问询，目前控股股东相关事项仍在加紧筹划中，但由于所涉

及事项比较复杂，可能涉及资产重组，目前相关事项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

论证，包括就具体交易方案与各中介机构进行讨论、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

行沟通等。

公司将及时与中远集团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

在5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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