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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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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孙月英、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张明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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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35,681,214.03 137,837,424,339.45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64,859,822.74 18,040,136,634.21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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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238,114.02 -1,210,957,252.50 253.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00,968,180.02 3,640,639,909.59 -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6,375,913.68 280,678,557.31 1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5,596,142.53 229,709,011.86 154.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1.70 增加1.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0240 112.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1 0.0240 1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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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619,6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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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030.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908,738.70

所得税影响额 -2,028,140.26

合计 10,779,7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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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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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4,410,624,386 37.75%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3,731,639,275 31.94% 0 未知 - 境外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467,325,006 4.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8,674,125 3.3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0,853,717 1.8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454,300 0.56%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8,664,676 0.42% 0 无 0 其他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45,699,937 0.3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665,422 0.34% 0 无 0 其他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中国海运（集

团）总公司

33,399,28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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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4,410,624,386 人民币普通股 4,410,624,386

HKSCC�NOMINEES�LIMITED 3,731,639,275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31,639,27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467,325,006 人民币普通股 467,325,006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8,674,125 人民币普通股 388,674,12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0,853,717 人民币普通股 210,853,7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454,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54,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8,664,676 人民币普通股 48,664,676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5,699,937 人民币普通股 45,699,93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9,665,422 人民币普通股 39,665,422

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33,399,288 人民币普通股 33,399,2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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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HKSCC�NOMINEES�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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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期末，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远海发A股4,410,624,386

股，占总股本37.75%，通过集合计划持有中远海发A股47,570,789股，占总股本0.41%，合计

持有中远海发A股4,458,195,175股，占总股本38.16%。

（4） 截止本报告期末，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远海发H股股份为100,944,000

股，占总股本比例约0.8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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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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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末应收分保账款较期初增加413.8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保险代理业务应收款项增加所

致；

2.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30.6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3.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1.1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集装箱制造业建设工程增加所致；

4.本报告期末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5.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33.55%，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利率掉期合约的浮动盈亏变

动所致；

6.本报告期末合同负债较期初减少32.9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预收客户的合同款项减少所致；

7.本报告期末应付债券较期初增加101.9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发行债券增加所致；

8.本报告期末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9.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96.3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利率掉期合约的浮动盈亏变

动所致；

10.本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较期初增加75%，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新发行永续债所致；

11.本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1754.07%，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联营企业的其他权益同比增加所

致；

12.本报告期末库存股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回购股份所致；

13.本报告期末专项储备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按规定计提专项储备尚未使用所致；

14.本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15.本报告期内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减少34.04%，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16.本报告期内利息支出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17.本报告期内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18.本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减少64.3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仓储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19.本报告期内其他收益同比减少95.4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取得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20.本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412.2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21.本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177.8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处置集装箱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22.本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75.72%，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取得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同

比减少所致；

23.本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0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4.本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42.3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应纳所得税额同比减少所致；

25.本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26.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2.48%，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27.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54.93%，主要由于本

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28.本报告期内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同比增加357.4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联营企业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所致；

29.本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套期储备同比减少137.9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套期工具同比减少所致；

30.本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同比减少49.84%，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因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折算差

额减少所致；

31.本报告期内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

致；

32.本报告期内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33.本报告期内拆入资金净增加额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34.本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65.07%，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收到融资租赁税收返还同比减

少所致；

35.本报告期内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36.本报告期内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

致；

37.本报告期内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同比减少100%，主要是财务公司退出合并范围所致；

38.本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43.8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支付相关税费同比减少所致；

39.本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56.07%，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收回融资租赁本金和金融

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40.本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99.85%，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处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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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78.80%，主要是

本报告期内处置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42.本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99.19%，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投资金融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43.本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10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未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所致；

44.本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04.05%，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新增银行借款和发行债

券同比增加所致；

45.本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79.9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同比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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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中远海发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正有序推进，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材料，于2017年7月19日取得受理函，于2017年9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并已于2017年10月31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一次反

馈意见回复申请文件。 2018年9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2018年11月14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回复文件。 目前，该项目仍处于证监会审

核过程中。

2． 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A股股份方案请

查阅公告：临2019-017）。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45,

699,9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91%， 成交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3.08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人民币

2.86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36,818,964.48元 （不含交易费用）。 （ 公告编号：临

201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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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月英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19-034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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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远海发”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

三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13名。 有效表决票为13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及报告：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作书面确认。

公司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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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coscoshipping.com）刊登；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船舶及集装箱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1、 船舶资产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根据2016-2018年国际拆船市场废钢平均价格 366美元

/轻吨测算，统一变更本集团持有的船舶资产使用期满残值的会计估计。

2、 集装箱资产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根据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关于2016-2018全球二手集装箱（12年箱龄）平

均售价并调整箱龄因素折算废箱处置价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确定集装箱预计净残值，统一变更本集

团持有的集装箱干货箱使用期满残值的会计估计，其中 20�尺干箱886美元；40�尺干箱为1016美元。

本次关于公司船舶及集装箱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网站（development.coscoshipping.com）刊登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6）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报备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9-035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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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远海发”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书面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 有效表决票为3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发表本次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二○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船舶及集装箱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次关于公司船舶及集装箱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 请参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网站（development.coscoshipping.com）刊登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19-036）。

三、报备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发 股票代码：601866�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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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对2019年度当期损益的影响为增加净利润共计约2.2亿元人民币。

一、概述

2019年4月29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

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船舶及集装箱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13票，其中：

同意13票、反对 0票。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 船舶资产会计估计变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根据2016-2018年国际拆船

市场废钢平均价格 366美元/轻吨测算，统一变更本集团持有的船舶资产使用期满残值的会计估计。

2、 集装箱资产会计估计变更：本集团根据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关于2016-2018全

球二手集装箱（12年箱龄）平均售价并调整箱龄因素，统一变更本集团持有的集装箱干货箱使用期满残

值的会计估计，其中 20�尺干箱886美元；40�尺干箱为1,016美元。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均从 2019年 1�月 1�日起适用。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的要求，企业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果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及预计净残值与原先会计估计有

差异的，应当进行相应调整。鉴于2018年底，公司用于确定船舶残值的废钢价格与原标准发生较大偏离，

用于确定集装箱残值的二手集装箱处置价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为了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信

息，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就公司船舶及集装箱资产预计净残值的计提标准予以调整。

1、 船舶资产会计估计变更

截止 2018年底，本集团对集装箱船舶的预计使用期满残值为每轻吨330�美元。 考虑到近年来航运

市场及废钢价格波动较大，谨慎起见，公司将采用最近三年的国际拆船市场废钢平均价格作为残值调整

依据。 根据克拉克森报告，2016年-2018年国际拆船市场废钢平均价格为366美元/轻吨。 为提供更加可

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信息，本集团将根据 2016年-2018年国际拆船市场废钢平均价格366美元/轻吨，

统一变更对持有的船舶资产使用期满残值的会计估计。

2、 集装箱资产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由旧箱处置价格来确定集装箱使用期满残值。 考虑到近年来航运市场及集装箱旧箱销售市

场价格波动较大， 公司采用最近三年旧箱销售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确定集装箱预计使用期满净残值。

2018年主要箱型预计净残值执行标准为780美元/20尺干箱、900美元/40尺干箱。根据德鲁里2018�年第

四季度集装箱事项相关报告，2016-2018年全球二手集装箱（12年箱龄）平均售价为1,013美元/20尺干

箱、1,162美元/40尺干箱（公司主要箱型），本集团将据此按照近三年二手集装箱（12年箱龄）平均水平

为基础折算废箱处置价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确定集装箱预计净残值，统一变更本集团持有的集装箱

干货箱使用期满残值的会计估计， 其中 20�尺干箱为886美元；40�尺干箱为1,016美元；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均从 2019年 1�月 1�日起适用。

3、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假设以本公司于 2019年 1� 月 1� 日的船舶及集装箱资产的账面价值及资产状

态为基础,�预计对 2019年度的影响为：增加 2019�年度净利润约2.2亿元人民。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

对未来期间的损益和其他项目不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仔细审阅了公司董事会会议材料，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经审慎判断，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估计变更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

3、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会计师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中远海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

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之《第

九十三号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等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中远海发公司会计估计变

更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二）本公司监事会决议

（三）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函

（四）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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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汉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项永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丽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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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6,022,588,247.69 63,416,267,446.09 63,416,267,446.09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995,874,196.22 28,191,620,047.08 28,191,620,047.08 -0.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917,545.17 149,450,581.26 151,736,905.60 908.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847,709,571.87 2,406,430,889.04 2,401,635,061.19 5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082,373.67 -86,481,727.93 -84,884,067.66 59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5,784,375.77 -85,313,354.84 -85,313,354.84 59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0.31 -0.31 增加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2 -0.0214 -0.0211 59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2 -0.0214 -0.0211 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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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755.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2,675.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8,328.53

所得税影响额 -620,250.71

合计 2,297,9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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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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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536,924,595 38.12 0 无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1,285,272,978 31.88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2,709,700 2.30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724,248 0.91 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356,641 0.78 0 无 国有法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4,879,500 0.62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4,879,500 0.62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4,879,500 0.62 0 无 其他

刘文华 17,098,317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彭贺庆 15,611,774 0.39 0 质押 7,469,664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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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536,924,595 人民币普通股 1,536,924,595

HKSCC�NOMINEES�LIMITED 1,285,272,9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1,285,272,9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2,709,700 人民币普通股 92,709,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724,248 人民币普通股 36,724,24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356,641 人民币普通股 31,356,64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4,8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79,5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4,8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79,5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4,8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79,500

刘文华 17,098,317 人民币普通股 17,098,317

彭贺庆 15,611,774 人民币普通股 15,611,7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于2019�年3�月31�日，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运” ）及其附属公司通过中金公

司－建设银行－中金瑞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7,000,000�股A�股股票， 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国泰君安君享新利六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2,065,494�股

A�股股票，通过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持有本公司8,641,504�

股，因此中国海运及其附属公司于报告期末合计持有本公司1,554,631,593�股A�股股票，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38.56%。

（2）本公司不存在有限售条件股东，因此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相同，本公

司第一名股东与第二至第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第二名股东至第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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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油运需求稳中有升，基本延续2018年四季度的旺季行情。 虽然OPEC今年一季度比

去年同期减产193万桶/天，其中伊朗和委内瑞拉受制裁影响分别减产110万桶/天和57万桶/天，但美国

原油出口量增长明显，据EIA统计，一季度美国原油平均出口量达274万桶/天，同比增加121万桶/天，吨

海里需求大幅提高，给予运价极大的支撑。 此外，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后停止向其进口原油给油运市场带

来波动，委内瑞拉寻求亚洲地区买家阶段性地增加长航线运输需求，短期内形成运价上行的脉冲。

运力供给端，报告期内VLCC交付19艘，拆解1艘。 2019年仍是新船交付大年，但是由于目前油轮船

队老龄化突出，以及IMO� 2020限硫公约等环保政策对老旧船舶的运营带来额外的成本压力，有助于推

动老旧油轮的拆解活动。

2019年1-3月，VLCC船型中东-中国（TD3C）航线平均日收益为27,948美元/天，同比增长243%，

其他船型主要航线日收益同比增长50%-220%。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国际油运市场的研判，把握住市场复苏机遇，在市场高点时通过提高西非-远

东、三角航线等长航线的比例，有效提高船舶运营效率，锁定航次收益，确保经营水平持续优于市场。 报

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油轮运力投入148,378.8万吨天，同比增加10.7%；运输量3,943.3万吨，同比增加13.2�

%；运输周转量1,361.1亿吨海里，同比增长7.3%；

LNG运输方面， 公司报告期内新接收3艘LNG船舶， 截至2019年3月31日投入运营29艘LNG船舶，

487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0艘LNG船舶的运力，实现LNG运输税前利润1.38亿元，同比增加89.7%。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38.5亿元，同比增长59.9%；营业成本29.1亿元，同比增加34.1%；利润总额5.4亿

元，同比增加1,433.5%；净利润5.0亿元，同比增长1,09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亿元，同

比增长595.0%。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

大幅

变动

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41,618,796.93 752,109,711.42 65.08 说明1

其他应收款 532,581,083.80 277,247,646.08 92.10 说明2

固定资产 47,635,376,969.45 48,925,781,117.16 -2.64 说明3

使用权资产 2,576,745,131.79 - 不适用 说明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84,953,933.04 1,454,436,260.10 29.60 说明5

应付职工薪酬 165,277,568.04 296,989,592.00 -44.35 说明6

租赁负债 2,452,017,959.29 - 不适用 说明7

其他综合收益 102,242,372.46 291,788,144.87 -64.96 说明8

说明：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4.89亿元，增长65.08%，主要系报告期内市场持续旺季行情，运

费坚挺，应收账款余额阶段性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2.55亿元，增长92.10%，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公司宣告分配股利所致。

3、固定资产较年初减少12.9亿元，降低2.64%，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折旧及当期汇率变动所致。

4、使用权资产增加25.76亿元，主要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后，将符合相关条件的

租入资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所致。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4.3亿元，增长29.60%，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材料款持续发生且账期未

到期，款项暂未支付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减少1.3亿元，降低44.35%，主要系2018年末计提的薪酬在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7、租赁负债增加24.5亿元，主要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后，将符合相关条件的负

债确认为租赁负债所致。

8、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了1.9亿元，降低64.96%，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引起外币报表折算变化所

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大幅

变动

原因

营业总收入 3,847,709,571.87 2,406,430,889.04 59.89 说明9

营业成本 2,907,502,651.44 2,167,657,107.24 34.13 说明10

财务费用 380,317,684.03 233,502,731.79 62.88 说明11

投资收益 151,644,119.69 102,966,446.98 47.28 说明12

营业利润 539,007,758.55 -41,527,960.26 1,397.94 说明13

说明：

9、营业收入增加14.4亿元，增长59.89%，主要系报告期内国际油运市场行情繁荣兴旺，船舶运力投

入同比增加以及本公司2018年3月之前尚未收购中远海运石油所致。

10、营业成本增加7.4亿元，增长34.13%，主要系报告期内船舶运力同比增加、油价上涨及本公司

2018年3月之前尚未收购中远海运石油所致。

11、财务费用增加1.5亿元，增长62.88%，主要系2018年内美联储多次加息、利率上涨导致利息支出

增加，汇率变化增加了汇兑损失，以及在建船舶交付后利息支出转为费用化所致。

12、投资收益增加0.48亿元，增长47.28%，主要系合资、合营公司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13、营业利润增加5.8亿元，增长1,397.94%，主要系报告期内国际油运市场行情繁荣兴旺，公司运力

投入同比增加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

大幅

变动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917,545.17 149,450,581.26 908.97 说明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19,292.24 914,153,068.81 -106.38 说明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446,109.56 -1,425,052,631.87 48.60 说明16

说明：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3.6亿元，增长908.97%，主要系报告期内国际油运市场行情

繁荣兴旺，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经营业绩大幅反弹。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了9.7亿元，降低106.38%，主要系上年同期下属子公司中海

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收回联营、合营公司长期借款9.55亿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了6.9亿元，增长48.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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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

经本公司2017年第十次董事会会议、2017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2017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拟向

包括中远海运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06,406,572股 （含806,406,572

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公司发行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募集资金总额为54亿元（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审批通过的金额为准），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1）

新购14艘油轮；（2）购付2艘巴拿马型油轮（7.2万吨级）。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期，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及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并由香港证监

会授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清洗豁免和特别交易的同意函，本公司已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605号）进行回复，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相

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进行了回复，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编制了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经本公司2018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同意，并经本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及类别股

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届满之日起12个月， 及将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

期延长至前次授权有效期届满之日起12个月，除延长授权有效期外，其他授权内容保持不变，除延长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详情请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17年11月1日、12月2日、12月16日、

12月19日、12月28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3月6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10月31日和2018年12月

1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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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汉波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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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

一九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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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四

次董事会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公司所有九名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将公司自有船舶的净残值由330美元/轻吨 （约人民币2,156.29元/

轻吨，汇率6.5342）调整为366美元/轻吨（约人民币2,511.93元/轻吨，汇率6.8632）。 有关上述会计估计

变更的详情请参考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

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船舶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的会计估计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变更后船舶资产的净残值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发布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全文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刊登，报告正文已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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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

一九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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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

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公司应参与表决监事四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四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将自有船舶的净残值由330美元/轻吨 （约人民币2,156.29元/

轻吨，汇率6.5342）调整为366美元/轻吨（约人民币2,511.93元/轻吨，汇率6.8632）。

监事会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的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

3、监事会一致同意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通过了《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的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参与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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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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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2、变更原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有关规定，每个会计年度终了，企业应对固定

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果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与原先会计

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近期公司对自有船舶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了复核，鉴于船舶的净残值发生了变

化，为了提供更加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有必要对船舶的净残值会计估计进行调整。

二、公司船舶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船舶资产的会计政策为：运输船舶折旧年限为22-30年，其中VLCC型

油轮、苏伊士型油轮折旧年限统一为22年，其他油轮及LPG船舶折旧年限统一为25年，LNG船舶折旧年

限为30年，二手船舶按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年限。 船舶净残值按照330美元/轻吨（约人民币2,156.29

元/轻吨，汇率6.5342）估计。

上述会计政策中运输船舶折旧年限相关政策自2016年10月1日起执行， 船舶净残值相关政策自

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船舶资产的会计政策为：运输船舶折旧年限为22-30年，其中VLCC型

油轮、苏伊士型油轮折旧年限统一为22年，其他油轮及LPG船舶折旧年限统一为25年，LNG船舶折旧年

限为30年，二手船舶按尚可使用年限确定折旧年限。 船舶净残值按照366美元/轻吨（约人民币2,511.93

元/轻吨，汇率6.8632）估计，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原执行的折旧政策，2019年公司船舶折旧费预计约人民币23.60亿元； 按照新的折旧政策

预计，全年船舶折旧费预计约人民币22.90亿元，因会计估计调整增加当年利润总额预计约为人民币0.7

亿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船舶预计净残值的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新会计估计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

1、2018年度，假设运用新会计估计，导致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增加约人民币4,870.28万元。

2、2017年度，假设运用新会计估计，导致公司2017年度利润总额增加约人民币11,394.65万元。

3、2016年度，假设运用新会计估计，导致公司2016年度利润总额增加约人民币9,952.17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船舶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的会计估计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变更后船舶资产的净残值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董事会批准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仔细审阅了公司董事会会议材料，对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船舶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的实际情况，变更依据真实、可

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

3、经审慎判断，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变更上述会计估计。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对会计估计的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

3、监事会一致同意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七、会计师意见

本公司境内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中远海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

计差错更正》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之

《第九十三号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等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中远海能会计估计变

更情况。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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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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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香港”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7,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1亿

元）。 截止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8.2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5.39亿元）。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能源” 、“本公司” 或“公司” ）为中海发展

香港借入的花旗银行香港分行7,000万美元借款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保函，担保金额为7,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1亿元），并承担连带责任，期限为一年。

经本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本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可自2018年7月1

日至2019年6月30日为中海发展香港提供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的担保额度，用于其外部

融资。 上述预计担保的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发布的临2018-019号公告《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及于2018年6月29日发布的

2018-046号公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公告的对外

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RM3601-02,� 36/F� West� Tower,� Shun� Tak� Centre� 168-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刘汉波。

注册资本：1亿美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和本公司在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科目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0.78 139.29

负债总额 97.77 86.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9.01 66.21

流动负债总额 50.43 43.53

净资产 53.01 52.95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87 13.01

净利润 -2.40 3.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7,000万美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通过“内保外贷”的形式进行融资可显著降低融资成本且审批

流程更为快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5.60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37.69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3.37%；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1.86亿美元（合计约人民币79.8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8.32%；逾期担保数

量为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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