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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22-064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举办了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就上述事项进行网络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

回答和说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已于 2022年 11月 17日通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临 2022-063）。

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卫东先生、独立董事宁振波

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陶健先生、总会计师陈琼女士出席了本

次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了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现

将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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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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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者提问：公司怎么解决和沪东中华同业竞争的问题？之前

承诺的注入上市是否有在持续推进？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由于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兄弟公司，有关其注入上市

相关事宜，本公司没有相关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有关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按照监管要求，

本着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研究推进相关工作。谢谢！ 

2. 投资者提问：请问现在是否处于新一轮造船景气周期？另外韩

国预测 2023年全球新船订单量将比 2022年减少约四成，是否有可能？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船舶行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造

船业周期具有大周期、中周期、小周期三周期叠加的特点。一般来说，

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则海运量快速增长，航运费

率持续高位运行，船东积累大量订船资金，二手船交易活动活跃，此

时会逐步传导至新造船市场，促进新造船市场走向繁荣。大周期来临

一般伴有全球经济强劲发展，海运需求和海运价格大幅上涨，随着航

运市场的持续走强和造船过剩产能的退出，叠加环保新规、IMO 规则规

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在造船企业层面竞争呈现出向优势企业集

中的竞争发展态势，在船舶产品层面加快向绿色智能方向的发展趋势，

在市场需求层面新船订单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全球造船业或将逐

步迎来新一轮复苏周期。但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反复、全球经济波动与

下滑风险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使本轮船舶周期面临着周期发展过程中

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此外，现阶段船位资源紧张，全球主要造船企业订单饱满，排期

较长，因此，市场普遍预计在经历 2021 年新造船市场显著回暖后，由

于船价仍处高位，2023 年全球新船订单量或将比 2022 年有所回落。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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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3. 投资者提问：尊敬的领导您好，想请问一下目前公司手持订单

饱满的情况下，如何安排后续的接单任务？就目前接单量出现下滑，

请问是何原因导致？目前订单船价较往年呈现什么变化趋势呢？感谢

解答！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目前公司订单饱满，排期已至 2026

年，公司及所属企业将在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经

营承接计划和订单结构，落实计划，加强管理，应对风险，打破疫情

造成的交流壁垒，加大经营工作力度，提升承接质量。市场上订单量

出现下滑原因，请参见上述回复内容。 

2021年 6 月以来，新船价格指数显著复苏，2022年以来，新船价

格指数继续上涨，但涨幅有所收窄。9月份，克拉克森新船价格指数收

于 162 点，同比上涨 11 点。9 月份，从典型船型来看，新船价格同比

普遍上涨，涨幅较多集中于 5%-10%，大型 LNG船涨幅超 20%。谢谢！ 

4. 投资者提问：1.从接订单到交付大概需要多长时间？2.目前钢

材价格持续下跌，为什么三季报的扣非净利润还是亏损？3.目前在手

订单交期排到什么时候了？4.什么时候会迎来业绩大幅上涨？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 

（1）公司订单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不同的产品相应的履行期限也

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从订单签约到最后交船，时间跨度在 16 个月至

36 个月不等。 

（2）公司营业利润主要受市场形势、原材料价格、汇率波动等因

素影响。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9 月末，国内船板价格有一定

幅度下降，但与此同时，配套设备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原材料价格下跌带来的利润空间。公司将以高质量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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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指引，不断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把控成本和费用，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3）目前，公司在手订单排期已至 2026 年。 

（4）公司业绩情况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将紧扣市场脉搏，抢

抓市场机遇，改善利润空间。 

5. 投资者提问：请教一下，1 全球整体造船上涨周期到了没？或

还要多久呀？2 公司在手 LNG 造船订单有多少？大批量交期在什么时

候？3 波罗的海指数下跌那么多对公司影响大吗？会不会有起消订单

的情况发生？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 

（1）有关问题请参阅上述已回复内容。 

（2）截至 9 月底，公司 LNG 船累计在手 6 艘，预计将在 2025 年

逐步开始交付。 

（3）波罗的海指数下跌对航运公司有即期影响。目前，公司订单

饱满，排期已至 2026 年，其中承接订单基本为主流船东订造，投机订

单极少，且船东资金充裕，有良好的银行履约保函，弃船风险可控。 

6. 投资者提问：尊敬的施总，陈总会计师：您们好！提一个汇率

问题。在去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贵公司不去做套期保值锁定汇率。

在今年，人民币明显会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做套保。是否合适？建议

贵公司招聘一名金融期货人才，专门为贵公司盯住美元汇率，大宗商

品期货的走势。不然，贵公司造船水平，效率再高，因为汇率和大宗

商品波动，导致公司少盈利，不盈利，甚至亏损，太不值了。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

以真实贸易为背景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首要目的还是降低风险敞口，

固化成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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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者提问：尊敬的陶总：目前，大型 LNG 船异常火爆，贵公

司有没有具体规划，大量承接 LNG 船？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根据克拉克森最新的预测，未来五

年（2023-2027）全球大型 LNG 船新船成交量将达到 238 艘，年均 48

艘。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江南造船目前已进入 LNG 运输船建造领域。谢

谢！ 

8. 投资者提问：请问今天的营收主要来自于去年还是前面的订单？

一笔订单从签订到能收到这笔订单超过七成款需要多久？今年订单总

额是历史最高吗？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承接订单通常根据合同约定日

期排产交付。散货船一般船型从开工到交船大约 10—12个月；集装箱

船一般船型从开工到交船大约 14—20个月；原油轮一般船型从开工到

交船大约 12—14 个月。合同款支付方式将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在合同

上作出约定。谢谢！ 

9. 投资者提问：2021 年计提了 28 亿，请问这部分计提会怎么处

理？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为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 2021 年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相关资产及手持合同进行了减值测试。详

情请见《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临 2022-022），谢谢！ 

10. 投资者提问：请问四季度开始执行 2021 年的高价船订单了吗？

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所属企业根据手持订单安排，

已逐步开始建造 2021 年承接的造船订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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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资者提问：现在很多运输企业船舶都比较紧张，贵公司当下

接单能力如何？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目前在手订单饱满，排期已到

2026 年，所属各船厂产能亦较为饱满。下一步，公司将着重在改进管

理、加强协同、优化流程上下功夫，尽最大可能挖掘自身潜能，提高

接单能力。谢谢！ 

12. 投资者提问：请介绍一下在手订单的价格情况，同比和环比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截止 9 月底，从主力船型看，油船

和散货船的克拉克森新船价格指数分别为 191 点和 165 点，环比略有

下滑，同比有所上升；液化气船新船价格指数为 173 点，环比、同比

均有所上升；集装箱船环比持平。谢谢！ 

13. 投资者提问：公司近两年在手订单饱满，为何扣非业绩迟迟无

法转正？另外公司下半年签单量下降，是市场没有订单，还是公司没

有船坞？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目前交付的多为 2021年前承接

的订单，受船价、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处于

较低水平。公司在手订单已排至 2025年以后。谢谢！ 

14. 投资者提问：请问明年 3 月底大量解禁，公司有锁定股份延期

抛售计划吗？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将

于 2023 年 3月底解禁，详见公司年报相关内容。谢谢！ 

15. 投资者提问：江南造船与某新加坡船东签订了 2 艘 17.5 万立

方米 LNG 运输船建造合同，这种船舶建造周期为多长时间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大型 LNG运输船建造周期约为 2 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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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投资者提问：外高桥有计划介入制造 LNG 船吗？目前是否有相

关技术储备。目前公司下属各船厂有哪些是能造 LNG 船的？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目前为止，公司下属江南造船已经

入 LNG 船建造领域，外高桥造船积极进行技术储备，择机进入 LNG 船

市场。谢谢！ 

17. 投资者提问：再请教陶总，目前，油轮的运费爆涨，能否给个

大概预测，vlcc 等订单量会不会接力去年的箱船？谢谢！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油船方面，由于欧洲禁运俄罗斯石

油，该缺口短期内难以完全弥补，影响全球石油海运贸易吨位，但是

随着贸易格局改变，海运距离和周转量将有所增长，对油运市场形成

一定的支撑。谢谢！ 

18. 投资者提问：尊敬的施总，中国船舶算是全球龙头造船企业了，

目前市值才 1100 亿，还不如二线酒企市值高，建议公司督促相关负责

部门做一下市值管理之类的工作。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建议。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船舶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将秉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推动公司内强质地、外塑形象，争做资本市场

主业突出、优强发展、治理完善、诚信经营的表率，让投资者走得近、

听得懂、看得清、有信心，打造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的上市

公司。 

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一方面通过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积极做

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力争为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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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详见“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在此，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

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