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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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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建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建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建隆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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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千元） 11,796,454.00 12,351,927.00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219,425.00 375,305.00 -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千元） 
175,300.00 346,116.00 -4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2,186,927.00 525,875.00 -51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4 0.1410 -4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2 0.1408 -4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 2.00% -0.88%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千元） 66,409,640.00 62,992,380.00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千元） 19,603,414.00 19,513,176.00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838.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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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12.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92.00 

所得税影响额 -11,81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55.00 

合计 44,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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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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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53.73% 1,430,480,309 0 - 0 

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 中

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23% 432,171,843 0 -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4,463,784 0 -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15,000,000 0 - 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12,539,347 0 -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11,671,881 0 - 0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1,459,866 0 -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9,318,147 0 - 0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8,978,651 0 -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8,788,420 0 -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430,480,3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30,480,309 

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 
432,171,843 人民币普通股 432,171,84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 深 
24,463,784 人民币普通股 24,46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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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2,539,347 人民币普通股 12,539,34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1,671,881 人民币普通股 11,671,881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459,866 人民币普通股 11,459,866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9,318,147 人民币普通股 9,318,147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8,978,651 人民币普通股 8,978,65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8,788,420 人民币普通股 8,78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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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13 年 1—3 月，本公司集装箱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60.85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4.25%；本集团干货集装箱累计销量为 31.45

万 TEU，比上年同期上升 86.76%；冷藏箱累计销量为 2.69 万 TEU，比上年同期下降 43.61%；特种箱累计销量 1.29 万 TEU，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69%。主要原因是客户加大了在传统淡季的采购力度，干货集装箱市场需求改善，销量同比和环比均出

现较大回升，而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显著下降；因行业有新增产能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冷藏箱销量及价格同比有明显下降。

第一季度，本集团青岛“中集冷链高新产业园”（含青岛冷藏箱工厂）项目、江苏太仓冷箱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第一季度，由于市场需求处于底部区域，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出现下滑，实现销售收入 26.24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1.83%(上年同期：33.57 亿元) ，累计销售 2.05 万台，同比下降 23.22%。 

受益于天然气装备市场的旺盛需求，本集团能源化工液态食品业务 2013 年第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22.31 亿元，比上年同期

上升 12.05%。 

2013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海洋工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5 亿元(上年同期 10.14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2.88%。4 月，中集

来福士为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COSL）总包建造的第 3 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COSL Promoter 在挪威北海正式作业；

中集来福士 2010 年交付给 COSL 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COSL Pioneer 被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评为北海海域“2 月月

度平台”。这是 COSL Pioneer 继 2012 年 5 月第一次获得月度平台后，第二次获此荣誉。2013 年 2 月，本集团完成对中集来

福士海洋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其余股份的收购，中集来福士成为本集团全资子公司。 

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千元 

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原因 

 其他流动负债   2,562,491.00            -    不适用 
本集团之全资子公司香港中集一

季度在美国发行美元商业票据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55,033.00   1,261,940.00  94.54% 
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部分的变

动 

 预付账款   1,833,695.00   1,213,042.00  51.17% 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付利息     284,233.00     203,288.00  39.82% 有息债务规模比去年末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非流动

部分) 
    55,452.00      82,242.00  -32.57% 衍生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72.00      23,122.00  -34.82% 
交易性权益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

的公允价值变动 

 营业税金及附加      58,220.00     100,675.00  -42.17% 
本期需要缴纳营业税金的收入规

模减少 

 投资收益      -4,678.00     -14,028.00  66.65% 
本期出售交易性权益工具获得的

投资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538.00     -76,272.00  102.02% 
去年同期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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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278,889.00      76,129.00  266.34% 
本期包括本集团已经支付的收购

振华物流集团的投资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060,557.00   6,268,559.00  44.54% 
本集团之全资子公司香港中集一

季度在美国发行美元商业票据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2013年2月6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中集香港”）、深圳特哥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公司，下称“特哥盟”）与Pteris Global Limited (“Pteris”，德利国际有限公司，一

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J74）)签署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据此中集香港拟将其所持有的深圳中集

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中集天达”）的70%权益、特哥盟将其所持有的中集天达的30%权益分别注入Pteris，而作为对价Pteris

拟分别向中集香港关联公司以及特哥盟定向增发新股。预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Pteris的股份比例将由目前约14.99%

提升至约48.6%，特哥盟将持有Pteris约18.3%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有关《公告》，载于2013年2月7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2013-002）。 

2、内控建设进展情况： 

2013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对各下属企业内控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考核，考核结果经内控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内控委员会召

开2013年第一次会议，听取2012年公司内控工作的情况报告和2013年的工作计划，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批同意；开始修

订现有相关内控内审制度，抓紧制订新形势下需要的制度；组织各相关单位编制2012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内控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本公司继续完成内控体系的全面覆盖，并制订了2013年度实现内控全面覆盖的目标。一季度，各业务单元在集团总部指导下

制订了分月计划，已着手实施；继续推进2012年度部署的内控人才育成体系、分层编制内控手册、内控达标工程和KRI关键

风险指标E化四项内控重点工作；与专业职能部门合作，共同深入开展企业并购、采购业务、用工风险、费用控制等专项风

险控制工作；接待外部单位的专业人士来访并深入交流内控经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与 Pteris 签署收购备忘

录的公告 

2013 年 02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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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千元） 

报告期损益

（千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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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 

A 股 600000 浦发银行 16,099.00 - 0.00% 1,520,000 0.01% 15,398.00    -701.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A 股 600016 民生银行 13,105.00 - 0.00% 1,314,800 0.00% 12,675.00    -43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A 股 600030 中信证券 52,308.00 3,622,890 0.03% 4,372,890 0.04% 53,218.00  -7,804.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A 股 600031 三一重工 10,010.00 1,100,000 0.01% 1,100,000 0.01% 11,044.00    -605.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A 股 600801 华新水泥 14,428.00 1,000,000 0.11% 1,000,000 0.11% 13,290.00  -1,88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A 股 601166 兴业银行 57,962.00 - 0.00% 3,010,000 0.02% 52,072.00  -5,89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B 股 200625 长安 B 8,786.00 5,000,000 0.11% 3,000,000 0.06% 18,413.00  -2,191.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B 股 200581 苏威孚 B 35,530.00 3,000,000 0.44% 1,500,000 0.22% 36,413.00  -1,652.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H 股 00368 
中外运航

运 H 
19,994.00 2,996,500 0.08% 2,996,500 0.08% 5,009.00     461.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S 股 G05.SI GoodPack 100,356.00 13,500,000 2.58% 13,500,000 2.58% 128,017.00   -276.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 433.00   -2,842.00 --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 --   21,497.00 -- -- 

合计 328,578.00 30,219,390 -- 33,314,190 -- 345,982.00 -2,313.00 -- -- 

五、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本集团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

外汇远期及利率掉期合同。利率掉期合同的风险和利率波动

密切相关。外汇远期所面临的风险与汇率市场风险以及本集

团的未来外币收入现金流的确定性有关。本集团对衍生金融

工具的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谨慎选择和决定新增衍生金融

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针对衍生品交易，本集团制订了严格规

范的内部审批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明确了相关各层级的审

批和授权程序以便于控制相关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2013 年 1-3 月本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38,882  千人民币 。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根据外部金

融机构的市场报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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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按照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规定要求，规

范衍生品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内部审批制度及业务操

作流程完备，风险控制是有效的。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千元） 期末合约金额（千元） 
报告期损益情况

（千元） 

期末合约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1.外汇远期合约 3,008,961.00 2,688,718.00 10,010.00 13.72% 

2.利率掉期合约 1,005,680.00 961,070.00 28,872.00 4.90% 

合计 4,014,641.00 3,649,788.00 38,882.00 18.62% 

六、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3 年 01 月 07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UBS 

公司业务结构、近期行业、

主要业务状况、投资进展，

2013 年行业展望 

2013 年 01 月 1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RBC 投资银行 同上 

2013 年 01 月 1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第一创业、中国人寿、招商证

券、大摩华鑫、光大永明 
同上 

2013 年 01 月 1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 同上 

2013 年 01 月 2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国际 同上 

2013 年 01 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 同上 

2013 年 01 月 28 日 东部工厂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法国巴黎银行 同上 

2013 年 01 月 29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 同上 

2013 年 01 月 3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巴莱克银行 同上 

2013 年 01 月 31 日 
张家港、南

通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国际、美林银行 同上 

2013 年 02 月 0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汇丰银行、西京投资 同上 

2013 年 02 月 0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德意志银行 同上 

2013 年 03 月 22 日 香港 实地调研 机构 证券分析师及基金经理 2012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2013 年 03 月 25 日 香港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斯坦利、汇丰及其客户 2012 年度业绩路演 

2013 年 03 月 28 日 新加坡 实地调研 机构 高盛及其客户 2012 年度业绩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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