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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联 合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海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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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会会议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姓名及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闻建耀 副董事长 因公出差 宫黎明

宋越舜 董事 因公出差 蔡申康

1.3� 公司负责人徐华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国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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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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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0,105 41,623,402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123,208 28,771,21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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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523 2,417,360 -11.9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17 0.19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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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2,530 8,666,562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7,266 2,285,977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28,857 2,113,482 5.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06 8.28

减少

0.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8 5.5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8 5.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7 0.17 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7.55 7.66

减少

0.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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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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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1,794,567 1,255,110

预付账款

766,482 320,786

应收股利

156,600 66,693

其他应收款

381,465 285,340

存货

261,615 147,433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259,827 188,440

应付短期融资券

1,100,000 0

应付票据

24,255 17,000

预收款项

348,339 224,200

应付股利

24,971 8,00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97,398 519,800

其他流动负债

300,000 15,210

应付债券

1,100,000 2,000,000

递延收益

75,150 17,780

<1>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42.98%，主要为公司业务量增长引起应收账款总额上升，以及部分钢厂、航运企业的应收账

款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138.94%，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采购大型设备所支付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3>应收股利比年初增加134.81%，主要为公司所属合（联）营公司宣告分红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33.69%，主要为公司增加股东借款所致。

<5>存货比年初增加77.45%，主要为公司开展贸易业务引起存货增加。

<6>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比年初增加37.88%，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一年期以上贷款增加所致。

<7>应付短期融资券比年初增加1,100,000千元，主要为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8>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42.68%，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采用应付票据形式进行支付所致。

<9>预收款项比年初增加55.37%，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预收设备销售款所致。

<10>应付股利比年初增加211.86%，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宣告分红未完成支付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149.60%，主要为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1,000,000千元于一年内到期重分

类所致。

<12>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1872.39%，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同业拆出资金300,000千元所致。

<13>应付债券比年初减少45.00%，主要为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1,000,000千元于一年内到期重分类所致。

<14>递延收益比年初增加322.67%，主要为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②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说明

：

?

单位

：

千元

?

币种

：

人民币

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

±%

）

销售费用

716 4,448 -83.90

资产减值损失

3,040 13,571 -77.60

营业外收入

222,562 65,571 239.42

营业外支出

24,206 13,229 82.98

<1>销售费用同比下降83.90%，主要为公司销售业务发生费用减少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77.60%，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计提贷款风险拨备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239.42%，主要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转让穿山港区8#、9#集装箱泊位等资产获得营业外收入

145,553千元。

<4>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82.98%，主要为公司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③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说明：???????????????????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7,523 2,417,360 -11.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3,148 -1,433,948 -42.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7,504 -760,095 4.9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1.99%，主要原因是：①因收入增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增加幅度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幅度，使得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576,940千元；②财务公司客户贷款

及垫款净增加额和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同比减少、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同比增加，使得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

906,221千元；③本期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净增加额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使得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1,885,373千元。

<2>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42.60%，主要原因是：①本期下属子公司北三集司向远东公司出售8#、9#

泊位及其他资产收到现金705,959千元，而去年同期无此项目；②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287,322千元；③

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153,427千元；④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比去年同期增加404,167千元；⑤去年同期取得子公司收到的现金净额为223,883千元，而本期无此项目。

<3>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4.92%，主要原因是：①本期发行公司债券（其中包括1,100,000千元短

期融资券和100,000千元中期票据）1,200,000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0,000千元；②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去年

同期增加289,281千元；③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524,147千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计划发行金额为20?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和20?亿元的中期票据。 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16?日和2013?年12?月18?日注册成功，其中短期融资券注册号为

“中市协注【2013】CP477?号” 、中期票据注册号为“中市协注【2013】CP374?号” 。 2014?年上半年公司已分别发行短期

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各1?亿元，2014年8月21日发行?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10亿元，剩余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和

市场利率择机发行。

2. 2014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相关金融机构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超短

期融资券。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14-041公告内容。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在与公司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中承诺不与公司开展同业竞争，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2.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于2013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28,910,6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宁波港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9,658,635,8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46%。 至2014

年4月8日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宁波港集团严格履行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

继续履行在本次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3.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相关的承诺（详见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承诺期限为：2012年4月16日至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完毕。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4.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相关的承诺（详见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承诺期限为：2013�年3月11日至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完毕。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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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

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

则要求，公司拟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 2013年度财务报表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需调整项目

合并 母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4,940 204,940 217,291 217,291

长期股权投资

-204,940 -204,940 -217,291 -217,291

调整单位明细如下：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合并 母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宁波金光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7,637 7,637 6,956 6,956

宁波金光粮油码头有限公司

7,658 7,658 10,682 10,682

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500 7,500 36,678 36,678

宁波辰菱液体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8,148 8,148 8,148 8,148

宁波中化建韩华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3,509 3,509 3,509 3,509

宁波孚宝仓储有限公司

10,350 10,350 10,350 10,350

宁波越洋化工码头储运有限公司

2,772 2,772 2,772 2,772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138,196 138,196 138,196 138,196

宁波北仑船务有限公司

8,370 8,370 - -

宁波新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000 5,000 - -

绍兴市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1,000 1,000 - -

太仓港万方龙达木材产业有限公司

4,500 4,500 - -

杭州小型轧钢股份有限公司

300 300 - -

合计

204,940 204,940 217,291 217,291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

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司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进行重分类细化。 具体调整如下：

①其他非流动负债报表项目中递延收益单独列报。

②资本公积报表项目中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报。

③其他综合收益按“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两类列报。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

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与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5.1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

公司名称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 华 江

日期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43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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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8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宁波港大厦2613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司监事会办公室已于2014年10月14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的相关材料。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成波主持，监事会副主席吕力群、监事杨安祥、朱宝、胡耀华参

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蒋伟、计划财务部部长金国平、监事会办公室主任金国义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要求，且达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

数。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了全部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相关财务报表影响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执行各项新会计准则。 执行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情况，参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披露的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监事会保证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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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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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28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宁波港大厦2613会议室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于2014年10月14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的相关材

料。

会议应到董事12名，实到董事10名。 公司董事长徐华江、董事蔡申康、宫黎明、戴敏伟、王峥、苏新刚、陈信元、施欣、杨

梧、张四纲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副董事长闻建耀先生因事请假，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宫黎明先生代为出席；公司董事宋越

舜先生因事请假，书面委托公司董事蔡申康先生代为出席。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要

求，且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董事人数。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华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相关财务报表影响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执行各项新会计准则。 执行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情况，参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披露的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褚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届满止，任期届满可以续聘。

同意聘任蒋一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任

期届满止，任期届满可以续聘。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褚斌先生、蒋一鹏先生简历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褚斌先生简历

褚斌先生，出生于1968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 褚先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0年8月至1996年3月在北仑集装箱公司调度室工作，1996年3月至1998年5

月任中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副经理，1998年5月至2000年11月任北仑集装箱公司集装箱科副科长，

2000年11月至2003年5月历任北仑第二集装箱有限公司操作部副经理、经理，2003年5月至2005年3月任北仑第二集装箱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3月至2008年5月任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副部长，2008年5月至2013年5月任北仑第二集

装箱码头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

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14年7月兼任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9月起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宁波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褚先生拥有上海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褚先生是高级经济师。

蒋一鹏先生简历

蒋一鹏先生，出生于1968年7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镇海港埠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蒋先生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7月至1991年2月在北仑港埠公司工作，1991年2月至1996年3月在北

仑集装箱公司工作，1996年3月至1998年5月任中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部技术总监、副经理，1998年5月至2001

年6�月任北仑集装箱公司机械二队副队长，2001年6月至2004年3月历任北仑第二集装箱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值班经理、

副经理，2004年3月至2006年3月历任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经理、 商务部经理，2006年3月至2006年7月任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高级经理，2006年7月至2008年5月任镇海港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5月至

2013年5月任镇海港埠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3年5月起任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镇海港埠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蒋先生毕业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拥有大专学历。 蒋先生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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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8,200,951.87 6,638,505,027.02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2,740,552.85 1,928,650,163.95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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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14,395.19 322,533,527.02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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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187,231.92 796,292,748.15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3,293.08 -14,340,733.6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05,140.30 -15,178,302.9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9 -0.75

增加

0.3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7 -0.016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7 -0.016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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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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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额

本报告期末金额较上年末

变动比例

（

%

）

货币资金

15,443.48 26,284.27 -10,840.79 -41.24

应收账款

9,491.90 6,777.39 2,714.51 40.05

预付账款

510.79 246.45 264.34 107.26

其他应收款

588.89 391.85 197.04 50.28

应付账款

7,242.19 10,545.30 -3,303.11 -31.32

预收账款

151.97 692.37 -540.40 -78.05

应付职工薪酬

757.13 142.20 614.93 432.44

应交税费

490.47 253.94 236.53 93.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501.05 25,543.93 -10,042.88 -39.32

长期应付款

7,438.06 12,158.03 -4,719.97 -38.82

注：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上年度末下降41.24%，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

款增加，应收账款出现暂时性上升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金额比上年度末增长40.05%，主要系大客户结算

方式发生变化，部分收入结算造成跨月。 通过业务部门的努力，报告期比上季

度有所好转；

（3）报告期末预付账款金额比上年度末增长107.26%，系预付的船舶保

险费增加；

（4）报告期末其他应账款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增长50.28%，主要系预付

备用金增加；

（5）报告期末应付账款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下降31.32%，主要系加大结

算应付款项所致；

（6）报告期末预收账款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下降78.05%，主要系预收款

项转收入；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增长432.44%，主要系

应付未发职工薪酬增加；

（8）报告期末应交税金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增长93.14%，主要系报告期

末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9）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比上年度末金额下降

39.32%，主要系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10）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金额比上年度末下降38.82%，主要系公司根

据应付款项实际账龄， 将一年内到期的应付账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比上期增减额 增减率

（

%

）

营业收入

75,518.72 79,629.27 -4,110.55 -5.16

营业成本

55,676.94 59,601.15 -3,924.21 -6.5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12.08 1,037.70 74.38 7.17

管理费用

2,894.88 2,682.55 212.33 7.92

财务费用

18,552.61 19,773.86 -1,221.25 -6.18

投资收益

44.31 -20.30 64.61

不适用

营业利润

-2,673.45 -3,486.29 812.84

不适用

营业外收支净额

528.52 84.08 444.44 528.59

利润总额

-2,144.93 -3,402.20 1,257.27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231.84 -1.51 233.35

不适用

净利润

-2,376.77 -3,400.70 1,023.93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4.33 -1,434.07 679.74

不适用

注：

（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5.16%。 其中：①水路

货物运输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0.26%，主要是上年年末公司出售了2艘老旧

散货船，计10.50万载重吨，报告期运力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1.50%；2014年以

来，国际国内干散货市场跌宕起伏，外贸运输市场变化较大，自4月份以来，波

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BDI）大多数时间都在1,000点下方，为了提高

船舶营运效益，公司投入外贸市场的运力适当减少。 公司利用自身在国内电

煤运输的优势，在实际控制人浙能集团的支持下，扩大了内贸运输生产量；②

报告期公司控股的宁波海运明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营的宁波绕城高速公路

西段尽管受到国家免费通行政策的影响，但进出口车流量的自然增长率超过

10%，使得公司的通行费收入比上年增长了9.16%。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58%。 其中：①水

路货物运输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0.70%。 由于运力减少，船舶固定成本比

上年同期下降；公司优化航线结构，燃料消耗数量同比下降了16.16%；燃料采

购价格下降，综合燃油成本价格下降，公司燃料成本同比下降了24.51%；因航

线变更，港口费同比下降60.96%；②收费公路运营业务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15.82%，其中公路经营权摊销增长了7.87%；因运营时间的增加，公路的维修

费用有较大幅度提高。

（3）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亏64.61万元，主要系公

司投资的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后，公司经营状

况有所好转。

（4）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亏

679.74万元，主要系主营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08个百分点，营业外

收支净额比上年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比上期

增减

(%)

增减额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681.44 32,253.35 -7.97 -2,571.91

本期销售收入同比上期略有下降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1.85 -3,631.94

不适用

2,280.09

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减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468.74 -32,377.88

不适用

-2,090.86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比上期增加

，

主要是归还银行借款额度比上期增加

，

新增借款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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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 ）协议收购本公司控股

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 ）51%的股权，从而成为

海运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海运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41.90%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浙能集团下属海运企业与本公司在国内沿海货物运输

业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同时，浙能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存在

一定数量的关联交易。 为此，2013年1月31日，浙能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等利益冲突、保持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承诺函》，对保

持本公司经营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事项作出承诺：

（1）为避免同业竞争，浙能集团承诺：不再扩大其他海运企业的经营规

模，同时将国内沿海货物运输的业务发展机会优先考虑给予本公司；将本公司

作为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所属国内

沿海货物运输业务的相关资产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在五年以内将浙江富

兴海运有限公司和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从事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业务的

相关资产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

式注入本公司，或者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行业发展

规划等方面将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确保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全资、

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在未来不会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类似的生

产、经营业务，以避免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竞争。

（2）为规范关联交易，浙能集团承诺：将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本公司与

浙能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浙

能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将与本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

交易的公允性，并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利用关

联交易非法转移本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对以上承诺事项浙能集团及本公司正在积极履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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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褚敏

2014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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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庆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庆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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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2,373,162.15 7,729,911,620.04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1,224,238.79 1,778,187,020.18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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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70,367.43 -373,855,407.9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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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5,560,546.15 1,821,019,411.47 6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780,582.35 3,721,322.35 2,47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24,897.85 -31,810,062.6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18 0.20

增加

4.9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28 0.0123 2,443.0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28 0.0123 2,4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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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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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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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率

应收票据

8,657,388.45 17,459,802.80 -50.42%

应收账款

49,651,965.70 167,617,059.44 -70.38%

预付款项

113,835,427.56 39,791,541.64 186.08%

应收股利

480,000.00 - -

其他应收款

54,053,380.46 79,525,438.07 -32.03%

其他流动资产

84,115,286.30 124,641,287.04 -32.51%

在建工程

21,913,365.85 8,602,194.34 154.74%

应付账款

366,580,118.25 697,229,268.81 -47.42%

应付利息

2,727,331.21 6,966,439.88 -60.85%

其他应付款

365,564,755.46 176,709,557.24 106.8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8,100,000.00 102,000,000.00 143.24%

长期借款

540,159,330.00 350,950,000.00 53.91%

少数股东权益

189,628,832.79 106,686,999.06 77.74%

(1)应收票据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年初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本期到期贴现所致。

(2)应收账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应收国外货款减少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预付国内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4)应收股利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应收被投资单位的股利。

(5)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年初应收出口退税款收到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天和家园一期商品房年初的预售收

入所预缴的各项税费本期转入应交税费所致。

(7)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7炉炉后脱硫脱硝改造

工程后续投入及新增水煤浆项目工程投入共同影响所致。

(8)应付账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应付工程款及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司应付货款共同减少所致。

(9)应付利息减少主要系公司年初利随本清的借款本期到期还本付息所致。

(10)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嵊泗远东长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暂借款及子公司温州银联投

资置业有限公司暂借和暂收款共同增加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河源宁联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河源分行借入的

部分长期借款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内到期所致。

(12)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3)少数股东权益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致使其少数股东权

益相应增加所致。

(二)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率

营业收入

3,055,560,546.15 1,821,019,411.47 67.79%

营业成本

2,297,354,348.83 1,593,011,074.98 44.21%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1,341,219.18 34,566,129.21 569.27%

资产减值损失

8,650,577.06 5,745,908.42 50.55%

营业外收入

33,203,896.18 20,233,249.04 64.11%

营业外支出

10,010,162.70 3,652,572.59 174.06%

所得税费用

113,630,135.01 35,675,708.89 218.51%

(1)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天和家园一期商品房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天和家园一期商品房销售收入增加其成

本相应增加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天和家园一期商品房销售收入增

加其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 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原浙江友宁钢制品制造有

限公司的部分固定资产致使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7)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值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70,367.43 -373,855,407.93 223,485,040.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41,608.46 18,211,175.18 -12,269,566.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18,004.34 436,102,894.11 -383,584,889.77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上年同期支付土地款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收到现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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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1日，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和土耳其

埃达姆巴巴环球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达姆巴巴公司” ）与自然人MEHMET?KAMIL?GUNER

（以下简称“MEHMET”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各自持有的联合环球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环球公司” ）55%和45%的股权转让给收购方MEHMET，转让价格为37.5万美元。 详情请见2014

年4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公告（www.sse.com.cn）。后因MEHMET提出转让方准备股权转让

文件资料时间过长，经双方协商同意其放弃收购联合环球公司股权，原《股权转让合同》终止。 进出口公

司和埃达姆巴巴公司后与自然人ERDEM� EYLEN（以下简称“ERDEM”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

各自持有的联合环球公司55%和45%的股权转让给新收购方ERDEM，转让价格仍为37.5万美元,转让其

他条件均不变。至2014年9月16日，ERDEM已支付股权转让全部款项37.5万美元。联合环球公司于9月16

日与收购方ERDEM在土耳其公证处共同递交相关文件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根据土耳其工商报10月13

日公告信息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 故自处置日起不再将联合环球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交易对方ERDEM� EYLEN， 男， 土耳其籍 ， 身份证号码 ：53851550170， 任职于GLOBAL�

KUMANYACILIK� IKMAL� LOJISTTIK� MADENCILIK� SAN.TI.� LTD.� STI.。 ERDEM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任何关系。

2、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收到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荣盛集团”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告知函》，函中称荣盛集团拟通过由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将其房地

产业务注入本公司，该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7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注入的正式方案。 2014年8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全部二十一项议案（含子议案）未获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 详情请见2013年10月19日、2014年7月17日、2014年8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公告（www.sse.com.cn）。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收购完

成后一年内

，

启动将盛元房

产和已取得的储备土地注

入公司的相关工作

。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收到承诺方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告知函

》，

函中称拟通过由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

将其房地产业务

注入本公司

。

承诺履行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

2014

年

7

月

16

日

，

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注入的正式方案

。

2014

年

8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等全部二十一项议案

（

含子议案

）

未获

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详情请见

2013

年

10

月

19

日

、

2014

年

7

月

17

日

、

2014

年

8

月

12

日

、

2014

年

8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公告

（

www.sse.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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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的6,003万元相比，将

增加80%到130%。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所开发建设的天和家园一期住

宅实现的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项目的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 执行其他新会计准则,如《职工薪酬》、《财务

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和《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的规定，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无论其是否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否可靠确定，均不再属于长期股权

投资准则的规范范围，而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对于投资方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确定的长期股

权投资，应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因此，自2014年7月1日始，公司将原准则下按成本法核算的

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

期股权投资，重分类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前期比较资产负债表上的列报方式也一并调整，具体调整

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年初数

宁波联合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00.00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0.00

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

注

] 4,400,000.00

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1,342,696.64

宁波天怡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168,956.91

宁波市鄞州区旅游促销中心有限公司

50,000.00

合 计

17,661,653.55

[注]：该公司已于2000年11月30日宣告进入清算程序，公司账面已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所计提的该项减值准备随之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

因此，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为：调增年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3,261,653.55元，调

减年初长期股权投资13,261,653.55元。

证券代码：

600051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2014-048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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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邮寄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5名，参加表决董事5名，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内容如下：

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将公司所持有的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

股权投资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的规定，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无论其是否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否可靠确定，均不再属于长期股权

投资准则的规范范围，而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对于投资方对

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无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确定的长期股权

投资，应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因此，自2014年7月1日始，公司拟将原准则下按成本法核算的

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

期股权投资，重分类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前期比较资产负债表上的列报方式也将一并调整。 具体调

整明细如下表所示：

由长期股权投资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明细表

单位

：

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核算

方法

投资成本

持股比例

（

%

）

表决权比

例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宁波联合集 团上海进 出

口有限公司

成本法

300,000.00 5.00 5.00 300,000.00 300,000.00

杭州联华华 商集团有 限

公司

成本法

1,400,000.00 0.42 0.42 1,400,000.00 1,400,000.00

宁波国际信 托投资公 司

[

注

]

成本法

4,400,000.00 2.20 2.20 4,400,000.00 4,400,000.00

苍南联信小 额贷款股 份

有限公司

成本法

9,600,000.00 2.40 2.40 11,342,696.64 11,342,696.64

宁波天怡建 筑装潢工 程

有限公司

成本法

317,156.91 19.00 19.00 168,956.91 168,956.91

宁波市鄞州 区旅游促 销

中心有限公司

成本法

50,000.00 10.00 10.00 50,000.00 50,000.00

合 计

16,067,156.91 - - 17,661,653.55 17,661,653.55

[注]：该公司已于2000年11月30日宣告进入清算程序，公司账面已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

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计量” ，因此，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转为适用金融工具准则后，仍按成本进

行后续计量。 如此，本次调整对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报告的期末账面价值不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