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远航运

6004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雄 王健

电话

（

020

）

38161888

（

020

）

38161888

传真

（

020

）

38162888

（

020

）

38162888

电子信箱

lijianxiong@coscol.com.cn wangjian@coscol.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

%

）

2012

年末

总资产

17,891,020,104.67 17,520,909,977.57 2.11 19,159,415,93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528,478,521.62 6,482,464,688.82 0.71 8,752,000,103.13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9,844,208.83 303,561,354.50 156.90 607,168,246.55

营业收入

7,663,322,619.50 7,441,614,404.82 2.98 7,689,915,44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7,825,595.05 32,638,806.59 506.11 -66,421,1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464,871.68 -52,809,359.68 15,603,59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3.04 0.50

增加

2.54

个百分点

-0.75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17 0.019 506.11 -0.039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17 0.019 506.11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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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114,2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131,2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无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无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50.52 853,945,155 0

无 无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 国有法人

0.61 10,256,301 0

无 无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10,000,000 0

未知 未知

同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8,591,548 0

未知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沪

其他

0.43 7,334,999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其他

0.36 6,079,150 0

未知 未知

同智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5,389,722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0.30 5,007,278 0

未知 未知

孙煜 其他

0.28 4,793,300 0

未知 未知

吴雪辉 其他

0.27 4,652,81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报告期

，

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

司

，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所持公司股

份未发生质押

、

冻结情形

。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有股

份有无发生质押

、

冻结情形

。

2

、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中国

广州外轮代理公司代表国家持股

。

3

、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与本

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除此之外

，

公司

未知以上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或属于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概述

2014年对航运业来说仍是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复苏疲弱，贸易

萎靡不振，船舶运力过剩矛盾仍然突出，航运市场形势仍没有获得根

本好转。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 ，公司进一步

坚定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风险防控，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牢牢把握市场短暂机遇，圆满完成了全年盈利的目标，在战略推

进、管理提升、结构优化、提升品牌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公

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年来，公司加大调整结构、创新经

营力度，航运经营捷报频传，出色完成巴拿马运河船闸、TPOC运输加

安装、巴西奥运会地铁项目等多个重要项目，公司船队不断创造新型

重吊船承运货物单件最重、最高、体积最大等多项新纪录，为公司赢

得了“重吊专家” 的美誉，引起了业界的瞩目。 全程物流业务锦上添

花，成功中标K2K3核电项目；继2013“风电年” 之后，成功开创2014

“高铁年” 。 公司坚定发展战略，年内完成多个重要投资、融资项目，

依托YAMAL北极油气项目，新造半潜船首创项目造船模式；启动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计划募集资金25亿元；成功增资道达尔中国润滑

油项目，预期投资收益稳健可观。 公司内强管理，防控风险，全面完成

了安全管理体系从SMS体系向QHSE体系升级，客户管理、供应商管

理、内控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综观2014年，尽管过程困难重重，但我

们也满怀了收获的喜悦，公司再次得到了投资者和同行的尊重。

2015年，前路依然崎岖。BDI创下历史新低，让航运市场蒙上更多

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船舶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公司的经营压力有增无减。

但历经市场低谷砥砺的中远航运，更加无愧“举重若轻” 的实力和

“举轻若重” 的精神，公司在低谷时期阶段完成的结构调整，以及与

战略客户抱团取暖建立起的密切关系， 增强了应对市场风险和持续

盈利的底气。 公司有信心稳步推进2015年的各项工作，继往开来，朝

着既定“打造综合竞争力最强，成为大型工程设备运输领导者” 的战

略目标稳步迈进。

（二）经营情况回顾与分析

1、航运市场形势及影响

（1）世界经贸与航运市场

报告期，全球经济延续弱复苏并呈现明显的分化走势。 美国经济

内生动力增强，复苏势头强劲，欧洲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日

本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 俄罗斯经济也出现萎缩且前景堪

忧。 总体来看，2014年全球经济已进入需求缓慢增长、结构深度调整

的“新常态” ，IMF下调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5%。 在此背景

下，2014年，国际航运市场依旧低迷，呈现出运量增长放缓、运力持续

过剩、运价低位波动的态势。 国际干散货市场复苏远低于预期，在大

宗散货需求疲弱和大货主、大贸易商高度控货控船的双重冲击下，干

散货市场并无明显改善，BDI指数全年均值为1105点， 同比下降了

8.3%； 集装箱运输市场受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消费需求增长拉

动，市场运量保持适度增长，但与此同时因新船订单回升、超大型集

装箱船交付集中，运力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年度均值为1086点，与2013年的1082点基本持平；国际油运市

场受益于油价持续下跌，刺激运输需求增长，市场运价水平也有所回

升；波罗的海原油油轮运价指数BDTI年度均值为777点，同比增长了

21%。

（2）特种船运输市场

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相对乏力、 国际航运市场低位运行的背景

下，2014年，特种杂货运输市场总体也呈现弱势，但不同的细分市场

表现不一。多用途船及重吊船市场持续低位调整，2014年普通杂货海

运量仅增长2%左右，同时机械设备及工程项目货增长动力也不足；而

另一方面多用途船新增运力继续小幅增长，CLARKSON多用途船租

金水平持续走低，全年均值为7488美元/天，同比下降了10.4%，仅次

于2009年的历史最低水平；半潜船市场总体平稳，此前的高油价及海

上油气勘探活跃，推动海工装备运输需求增长，短期内市场存在较大

的刚性需求；汽车船市场增长乏力，受传统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

加剧以及汽车进口国经济或政局动荡等因素影响， 中日韩汽车出口

均出现小幅下降； 木材船市场需求因中国房地产市场下滑及家具出

口不旺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沥青船市场相对稳健，但由于大吨位沥

青船投入使用以及大贸易商“批发式经营” 策略对其运输市场带来

了一定冲击。

展望2015年，全球经济与贸易有望继续缓慢复苏，但风险与波动

或将加大。 国际航运市场依然处于消化过剩运力的调整阶段，短期内

难现明显回升。 特种杂货船运输市场既存在市场机遇，又面临诸多挑

战。 当前，中国将海运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60项措施促

海运发展提质增效，将为航运企业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国

家“一带一路” 战略和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将为设备和工程项目

运输带来更多机遇，在中国鼓励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的政策下，将

带动更多的特种杂货运输需求。 但另一方面，特种船新运力将小幅增

长，加上国际航运市场复苏缓慢，将导致市场跨界竞争更加激烈。 此

外，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一方面有利于大幅降低航运经营成本，另

一方面也将给半潜船及沥青船运输市场的远期需求增长形成潜在风

险。总体来看，2015年特种杂货船市场未来将呈现“短期低位调整，局

部市场回暖，长期前景向好”的态势。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共退役8艘老旧船舶计14.18万载重吨，新接4艘船

舶计11.49万载重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有船舶85艘计196.96万载

重吨，同比减少4艘计2.69万载重吨，自有船队平均船龄8.7年，同比下

降1.3年。

报告期，面对持续低迷的航运市场形势，公司按照“打造综合竞

争力最强的特种船公司，成为大型工程设备项目运输的领导者” 的战

略目标，全体船岸员工团结拼搏，创新经营举措，紧抓经济“新常态”

下的“新机遇” ，迎接市场新挑战，成功实现了公司自2002年上市以

来连续盈利目标，并在战略推进、结构调整、管理提升等多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 与此同时，公司高效推进非公开发行再融资项目，引入

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

主要工作：一是多措并举抓好经营工作，航运经营成效显著。 报

告期， 公司通过持续加大营销揽货力度， 大力开展分行业专业化营

销，加强营销网络建设，落实“有货租船” 经营思路，把握住海洋石油

工程市场的发展机遇，稳步提高公司船队营业收入；二是加快推进发

展战略，促进航运主业转型升级。 公司通过不断优化货源结构和客户

结构，调整船队结构，提升货运质量和客户服务水平，深化业务转型

升级，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三是细化管理措施，成本控制工作取

得成效。 公司通过狠抓船期管理，提高船舶周转效率，有效降低了船

舶营运成本，同时科学控制燃油成本、管理费用中“五项经费” 等重

点成本项目，公司全年“五项费用” 同比下降20%；四是完善安全管理

机制，强化安全保障；五是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提高船岸人才素

质；六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积极推进资本运营项目；七是用好资源，

促进岸产企业在实现效益增长的同时， 协调与公司航运主业的共同

发展。

（1）多用途船、杂货船及滚装船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拥有多用途船共33艘， 计78.59万载重吨。

2014年， 公司退役了8艘老旧多用途船， 运力同比减少14.18万载重

吨。

报告期，公司多用途船、以及租入经营的杂货船和滚装船共实现

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3,204,053,861.57元， 占公司船队营业收入

45.39%；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450,323,592.12元。

（2）半潜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4艘半潜船，计13.73万载重吨。

报告期， 半潜船共实现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1,083,965,336.85

元， 占船队营业收入15.35%； 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307,713,

729.65元。

（3）重吊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20艘重吊船，计52.49万载重吨。报告期，

公司新增4艘重吊船，运力同比增加11.49万载重吨。

报告期， 公司重吊船共实现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1,132,165,

882.16元， 占船队营业收入16.04%； 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28,

536,305.13元。

（4）汽车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4艘汽车船，计5.41万载重吨。

报告期， 公司汽车船共实现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408,217,

441.46元， 占船队营业收入5.78%%； 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15,

065,990.68元。

（5）木材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13艘木材船，计39.51万载重吨。

报告期， 公司木材船共实现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735,901,

560.48元， 占船队营业收入10.42%； 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76,

090,603.27元。

（6）沥青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11艘沥青船，计7.23万载重吨。

报告期， 公司沥青船共实现船队营业收入人民币495,362,

863.43元，占船队营业收入7.02%；实现船队营业利润人民币75,820,

781.74元。

3、主要班轮航线市场占有率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特种杂货远洋运输业务，经营远东-泛东南亚航线

等五条主要固定航线。 目前没有公开的统计资料，只能从各国港口代

理统计的资料分析公司五大航线主要区域、 主要货种的2014年市场

占有率。 具体如下：

（1）远东-泛东南亚航线

日本-孟加拉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等杂货出口运输的市场

占有率约为60%；

中国-孟加拉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等杂货出口运输的市场

占有率约为85%；

中国-泰国林查班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

约为30%；

中国-西马来西亚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

约为30%；

中国-缅甸杂货船市场设备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50%；

印度-中国石湖石材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25%。

（2）远东-非洲航线

日本-非洲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

为70%；

韩国-非洲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

为70%；

中国-非洲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

为70%；

南非-中国杂货船市场金属矿进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30%。

（3）远东-美洲航线

中国-南美东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30％左右；

中国-加勒比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20%；

中国-南美洲地区风电设备出口运输市场占有率约为80%；

中国-南美洲地区轨道车辆出口运输市场占有率约为80%；

巴西-中国石材进口运输市场占有率约40％。

（4）远东-波湾、红海航线

中国-苏丹、吉布提、也门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等杂货出口

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70%以上；

中国-巴基斯坦、伊拉克地区杂货船市场设备、钢材等杂货出口

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为50%；

红海区域回远东的化肥运输市场份额约占40%。

（5）远东-欧洲、地中海航线

远东-欧洲地中海杂货船市场设备类出口运输的市场占有率约

为20%；

远东-欧洲地中海杂货船市场钢材类货物出口运输的市场份额

保持在30%左右；

欧洲、地中海-远东杂货船市场设备类进口运输约占30%的市场

份额；

欧洲、地中海-远东杂货船市场矿石类进口运输约占50%的市场

份额。

（以上数据根据各港口代理的统计资料）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

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2014年修

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

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

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10月31日决议通

过，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

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

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根据对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的实际回收情况及坏账评估， 公司

应收账款账龄在半年内及一年内发生坏账的概率很小， 而账龄在三

年以上发生坏账的概率则有所增大。 为保证坏账准备计提更加客观

地贴近公司实际，同时参考国内同行的通行做法，公司根据董事会决

议变更按账龄分析法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其会计估计采用

未来适用法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此项变更减少公司2014年全年

资产减值损失21,347,877.23元。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董事长签名：万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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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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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3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上午

10:00在广州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王威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书面委托杨挺董事参加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万敏董

事长主持，大会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首席执行官工作报告》的议

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三、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四、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 结合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制订了

“十二五” 船舶规划，致力于优化船队结构。 未来几年，公司将继续新

造重吊船、沥青船等多类船舶，以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加强公司船队

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阶段及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

资金需求和后续船舶建造等投资计划，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2014年12

月31日公司股本1,690,446,39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人民币0.02

元（税前），共计派发人民币33,808,927.86元，占公司2014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7,825,595.05元的17.09%。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五、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六、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七、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八、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九、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审计委员会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一、 审议通过 《中远航运与中远财务公司关联交易2014

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三、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利率汇率金融衍生品交易

计划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四、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五、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5年燃油套期保值工作计划的

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六、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七、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5年度船舶退役计划的议案

公司2015年计划退役1-2艘船舶，计1.7-3.43万载重吨。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八、 审议通过在武船重工投资建造2艘13000载重吨沥青

船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十九、 审议通过聘请中远航运201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第1次会议提议，公司董事会

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年审会计师，聘任期一年，

年度审计费为242万元人民币，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为194万元（含

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48万元（含税）。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十、 审议通过中远航运回购康盛口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中远航运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中远航运有

限公司回购半潜船康盛口轮。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十一、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十二、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于2015年3月30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工作

计划，拟定于2015年4月启动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 公司将尽快

完成换届选举相关程序，在此之前，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公司董事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十三、 审议通过召开中远航运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将于近期召开，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

工作计划，安排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发出通知，并

在公司指定网站和报刊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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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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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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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2015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为44,200万美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远航运” 或 “公

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顺利运行，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2015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2015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为44,200万美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对象

中远航运对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以下统称“子公司” ），子公司对中远航运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的履约担保、投标担保、诉讼担保、融资担保。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自2013年开始，为方便公司经营部门相关工作，保障公司生

产经营顺利运行， 公司相关部门于年初就本年度预计发生的各类对

外担保金额进行预估，并一次性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经统计，公司

2013及2014年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年初董事会的授权额

度。根据对2015年经营情况的判断，预计2015年公司发生的各类对外

担保额度及单笔上限分别如下：

单位：美元

担保类别 单笔上限 全年总额度

履约担保

500

万

3000

万

投标担保

500

万

2000

万

诉讼担保

500

万

1200

万

融资担保 无

38,000

万

合计

- 44,200

万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远航运（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子公司” ） 是公司根据船队发展需要而成立的境外投融资平

台。 香港子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了买造船平台功能，为公司船

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近年来船舶投资项目均主要以

香港子公司作为建造主体， 相应的银行融资也由香港子公司作为融

资主体。 由于船舶融资贷款比例按惯例为70%，目前香港子公司新建

船舶均为船舶融资， 再加上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截至2014年12月31

日，香港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7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公司为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发生具体对外担保事项时，将严格按照《中远航运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将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在相关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如全年累计担

保总额或单笔担保金额超过上述额度时， 将及时提请董事会予以追

加额度。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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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中远南方在武船重工投资建造

2

艘

13000

载重吨沥青船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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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南方沥青运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南方” ）在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船重工” ）投资建造2艘13,000载重吨沥青船。

一、 交易概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南方目前拥有11艘沥青船计7.23万载重

吨。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由中远南方在武船重工投资建造2艘13,000

载重吨沥青船，造船价格为每艘16,366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为32,

732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简介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是

典型的军民融合、有限相关多元化发展的大型现代化综合企业。 注册

资金233,900万元，法人代表杨志钢先生。 现有员工10000余人，占地

面积600万平方米，总资产近300亿元。由武昌总部、青岛海西湾、武汉

双柳三大制造基地和军工军贸、民船、桥梁装备、海工装备、成套设备

及钢结构六大产品板块组成。

三、 船舶建造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价格

单船价格为人民币含税价为壹亿陆仟叁佰陆拾陆万元整 （人民

币16,366万元），两艘船共叁亿贰仟柒佰叁拾贰万元整（人民币32,

732万元）

2、交船时间

第一艘船不晚于2016年10月31日；第二艘船不晚于2016年11月

30日

3、交船地点

船厂码头交船。

4、付款方式

造船款分五期支付：合同生效后、船舶开工、铺龙骨、下水和交船

五个节点各支付5%、10%、10%、10%、65%。

5、资金来源

由中远南方通过自筹和外部融资的方法解决。

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经测算，预计项目内含报酬率10.97%，静态投资回收期11.84年，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次拟投资建造的2艘13,000载重吨沥青船项目是公司 “十二

五” 船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特种船运输市场需求。 本项目的

实施，有利于促进调整中远南方的运力结构及优化运力组合，实现海

上沥青专业运输市场的系统集成者的战略目标。

五、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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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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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3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上午11:30

在广州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宏祥先生主

持，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三、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2014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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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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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信息全面、真实和准确反映了公司

2014年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截至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止，未发现参与2014年年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四、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五、审议通过《中远航运2014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六、审议通过《中远航运与中远财务公司关联交易2014年风险持

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七、审议通过聘请中远航运201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九、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于2015年3月30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工作

计划，拟定于2015年4月启动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 公司将尽快

完成换届选举相关程序，在此之前，公司监事会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监事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

的义务和职责。

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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