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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 临2014-16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实

施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机构：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贷款对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含本年度已实施金额，下同），

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费）不超过 3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1-3年 

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为 3.3%～6%，并参考同期基准利率适当浮动；委贷

手续费率为 0.5‰--1‰。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为支持本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减少公司范围内整体融资总

量、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本公司拟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船澄西”）、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东重机”）通过中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船财务”），向其各自控制的子公司开展委托贷款业务。 

2014 年度，委托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具体见下表）；贷款用

途为解决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委托贷款期限 1-3年不等，贷款利率为

3.3%～6%，并参考同期基准利率适当浮动；委贷手续费率为 0.5‰--1‰；资金

来源为各全资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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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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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人民币 

委托人 受托人 贷款对象 金额 

外高桥造船 中船财务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21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中船船用锅炉设备有限公司 

中船澄西 中船财务 
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 

不超过 2.9 
中船澄西(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沪东重机 中船财务 上海沪临重工有限公司 不超过 6.1 
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鉴于中船财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是

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船财务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的行为，

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涉及

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费）不超过 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即可实施。 

为此，公司于 2014年 7月 2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全资子

公司外高桥造船、中船澄西、沪东重机通过中船财务向其控制的子公司实施委托

贷款事宜。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对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依法设立及存续情况、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信用评级、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授权的委托贷款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所属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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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年，注册资本 24.25亿元，注

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长兴江南大道 1888号，法定代表人：黄永锡，外

高桥造船持有 36%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钢结构、

港口机械、机械电子设备、船舶、船用设备、冶金矿山设备、水利电力设备、石

油化工设备的销售、设计、制造、修理及以上自有设备的租赁，船舶、海洋工程

项目的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造船和钢结构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该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935,395 159,475 497,089 3,503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961,482 159,742 107,374 200 

 

2、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 10.3亿元，注

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沧海路 1001号，法定代表人：陈军，系外高桥

造船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船舶、钢结构件的设计制造修理；海洋工程，

船舶相关材料，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年 12 月 31日 

（经过审计） 
271,139 68,335 67,204 85 

截至 2014年 3 月 31 日 276,286 67,389 19,648 -946 

 

3、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 

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注册资本 2.62亿元，注册地址：江

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临江路 3 号，法定代表人：常旭东，外高桥造船持有 26%的

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从事化工、冶金、石油、天然

气、电站和船用设备的生产、安装；从事民用金属结构件的生产、安装；从事金

属零部件、锻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生产；并从事本公司自用、自产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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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销售公司自产产品。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

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164,904 47,947 99,246 5,056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176,386 46,200 7,188 -1,747 

 

4、上海中船船用锅炉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中船船用锅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注册资本 0.4亿元，注册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重装产业区，法定代表人：袁飞鹏，外高桥造船

持有 40%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船用锅炉配件的采

购、组装、销售、服务、贸易及咨询，机电成套工程和船舶相关材料、设备的销

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该公司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3,898 3,899 0.00 -101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3,845 3,848 0.00 -51 

 

5、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 

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注册资本 9,980 万美元，注册

地址：江苏靖江新港园区江安路 888号，法定代表人：王永良，中船澄西持有

51%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船舶修理（改装），海

洋工程装备修理、设计、制造，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等相关业务。该公司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159,544 49,869 50,772 -6,594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170,297 47,982 10,349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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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船澄西(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中船澄西(江苏)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注册资本 2.5亿元，注册地

址：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联心路，法定代表人：王永良，系中船澄西的全资

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钢结构件、起重运输设备、海洋工程装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维修等相关业务。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26,563 25,000 0 0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26,759 25,000 0 0 

 

7、上海沪临重工有限公司  

上海沪临重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11.28 亿元，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55号；法定代表人：钱德英 ，沪东重机持有 84.71 %的股权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船舶及柴油机钢结构、铸铁、铸钢

件、木模件和工程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以及配套件

等相关业务。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157,922 83,516 63,931 25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153,116 83,563 18,433 -158 

 

8、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3.16亿元，注册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新公路 362号，法定代表人：钱德英，沪东重机持

有 51%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范围包括：船用柴油机及备配件

的设计、制造、销售，以及盾构机、顶管机等应用于国内外城镇地下工程建设项

目掘进施工等产品。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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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 

（经过审计） 
77,347 26,268 11,723 -3,298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78,159 25,485 37 -784 

 

三、关联方介绍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曾祥新  

注册资本：184,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 7月 8 日  

主要经营业务：对中船集团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

的咨询、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与贴

现，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办理成员单位的委托贷款、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等。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1号 2306C室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利用自有资

金，通过中船财务委托贷款给其控股子公司，将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

并降低公司范围内企业整体资金使用成本，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且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委托贷款风险分析及解决措施 

受宏观经济波动及经营管理影响，本次授权实施的委托贷款，不排除存在借

款人不能按期、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风险。针对贷款风险，拟采取如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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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将密切关注贷款的实际使用情况，及时跟踪、分析贷款对象的生产

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六、累计提供委托贷款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实施委托贷款金额 20.2亿元，均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对其控制的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

不存在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其中：外高桥造船为其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

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8亿元，为其子公司中船圣汇装备有限公司发

放委托贷款 5亿元；中船澄西为其子公司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

款1.1亿元；沪东重机为其子公司上海沪临重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3.6亿元，

为其子公司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2.5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