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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17-28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

合伙企业及对相关海工平台进行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受油价下跌影响，近年来全球钻井装置需求直线下降，海工平台

日租金大幅下滑，部分租约租金水平已低于装备运营成本，为了降低

资本及运营支出、缓解资金压力，多数客户会选择延期。为此，为有

效推进在手海工平台处置，公司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拟与客户山东

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工”）就在建的海工平台

展开合作。 

一、 概述 

山东海工就其子公司 Blue Ocean Drilling Limited 公司（以下

简称“BOD 公司”）在外高桥造船建造的三座自升式钻井平台（船号

分别为 H1378、H1379、H1418）提出共同出资设立钻井平台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以支持该三座海工平台的有效处置。 

为此，外高桥造船与山东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山东海洋钻井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山东钻井”）、青岛海越海

洋钻井管理有限公司等拟签署《关于设立山东汇海海洋钻井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协议约

定由 Northern Offshore Ltd.公司（以下简称 NOF 公司，该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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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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工控股子公司，合伙企业成立前，BOD公司与 NOF公司进行整

合，相应在建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主体将从 BOD公司变更为

NOF 公司）先行向外高桥造船支付部分合同款 6427.5 万美元，用于

外高桥造船投入到“合伙企业”的出资。合伙企业分别出资约 10000

万美元、4785万美元收购山东海洋工程国际有限公司、BOD 公司持有

的 NOF 公司股份，并对 NOF公司增资 6427.5 万美元。 

二、 本次设立合伙企业主要内容 

1、设立合伙企业 

外高桥造船与山东海工、山东钻井等共同出资 21214 万美元成立

山东汇海海洋钻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其中外高桥造船作为有限合伙人（LP）出资 6427.5 万美元，持有

30.30%的股份。 

各方确认于指定日期前缴清全部认缴出资额，其中对于外高桥造

船对合伙企业的出资部分在 NOF 公司向外高桥造船支付 6427.5 万美

元后（具体时间按 NOF 公司提供的支付记录时间来计算）10 个工作

日内，外高桥造船向合伙企业出资 6427.5 万美元对应的人民币。 

针对外高桥造船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出资份额，可选择（1）外

高桥造船完成出资后第 8 年末由山东海工不低于原值回购；（2）NOF

上市前拆除合伙企业，由各合伙人直接持有 NOF 股权，通过出售 NOF

股份实现退出；（3）合伙企业中外高桥造船对应持有的股份直接出售。

山东海工为外高桥造船在“合伙企业”的股份提供回购担保。 

    2、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汇海海洋钻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海洋工程装备股权投资，海洋工程装备运营管理；海



3 

 

洋油田钻井投资，海洋工程信息咨询，船舶销售咨询服务；经营其他

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出资数额及形式：各方认缴出资总额为 21214万美元，合伙人应

以等值人民币现金方式实缴出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按照 NOF 公司

向外高桥造船支付造船合同下 6427.5 万美元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汇率中间价来计算）。 

持股比例： 

合伙企业管理：合伙人大会是合伙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

体合伙企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大会须由普通合伙人及代表全体有限

合伙人合计认缴出资额四分之三（3/4）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出席

方为有效。合伙人大会上有限合伙人的表决权根据各个有限合伙人的

认缴出资比例确定。由普通合伙人管理和运营合伙企业及其事务。 

合伙人大会的表决： 

(i) 以下事项应由所有合伙人一致同意： 

(a) 决定合伙企业的存续时间、提前终止或延长； 

(b) 合伙人的入伙、退伙、合伙人转让其对合伙企业的出

资额； 

(c) 合伙企业增加或减少资本总额； 

(d) 决定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修改； 

公司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认缴出资比例 

青岛海越海洋钻井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5 0.01% 

山东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47.14% 

山东海洋钻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4,785 22.56%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427.5 30.30% 

合计 21,2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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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决定合伙企业合并、分立、组织形式的变更、解散及

清算方案； 

(f) 听取执行事务合伙人所作的年度报告，决定除第23

条约定的收益分配和亏损承担方案外，合伙企业的利

润分配方案以及亏损分担的方案；  

(g) 批准合伙企业举借债务或对外提供担保； 

(h) 决定解聘或更换合伙企业管理人； 

(i) 决定聘请对合伙企业进行年度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 

(j) 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k) 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l) 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m) 后续有限合伙人的入伙； 

(n) 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ii) 涉及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事项的决定，应按如下条款的规定

进行表决: 

合伙企业应在其内部设置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

职权范围包括： 

(i) 处分合伙企业单笔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产，但不包括处

分H1378钻井平台，H1379钻井平台,H1418钻井平台； 

(ii) 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单笔不超过

1000万美元财产权利； 

(iii)处分合伙企业单笔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产； 

(iv) 转让或者处分单笔超过1000万美元财产权利； 

(v)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以及 

(vi) 批准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方案（但不包括外高桥船厂根据

本协议第28条退伙事宜引起的合伙企业投资退出情况。 

上述第(i),(ii)经全部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三分之二（2/3）及以上

通过后方可执行,上述(iii)(iv) (v),(vi)需要经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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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方可执行。 

    3、合伙人基本情况 

1）青岛海越海洋钻井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15 日 

法人代表：易继兵 

注册资本：5 万元 

营业范围：海洋工程专用装备运营管理；海洋油田钻井技术

服务、船舶工程技术服务、海洋工程信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海

洋工程设备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

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峨眉山路 396 号光谷国际海洋信息

港 31号楼。 

2）山东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 月 26 日 

法人代表：于冰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营业范围：海洋工程装备设计与技术开发、船舶设计；海洋

钻井平台、海工辅助船等海洋工程装备运营管理；海洋油田钻井

技术服务、船舶工程技术服务、海洋工程信息咨询、船舶交易咨

询服务；海洋工程装备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以上不含国家

规定须经审批的项目）；海洋工程装备及技术出口贸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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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1355 号

2308-1 室。 

3）山东海洋钻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正海海洋钻井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020 万元 

营业范围：海洋油田钻井技术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

相关咨询服务；海洋工程装备运营管理。（以上不含国家规定须经

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舟山岛街 29 号 539

室。 

4、争议解决 

凡因合伙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

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在一方向其他各方发出书

面通知要求对争议、纠纷或者权利主张进行协商之后的六十（60）日

内，各方未能解决该等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则任何一方均可将该

等未获解决的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 

综上所述，通过出资设立合伙企业将支持上述三座海工平台开展

有效处置。 

三、 海工平台处置的基本情况 

1、海工平台处置的主要内容 

根据合作协议，合伙企业设立后，外高桥造船将按照建造合同继

续三座自升式钻井平台的建造（两座 CJ46 型、一座 CJ50 型），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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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钻井平台达到相关建造合同约定的交付状态后，按照合同原价将合

作的钻井平台逐步交付至 NOF 公司进行市场化营运。对于未付清的合

同尾款（共计 50360 万美元），外高桥造船对其保留享有应收账款债

权，该债权应在交船后的 8年内偿还。 

关于债权归还，根据市场情况各方约定：1、视平台日租费情况

归还债权。2、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合计归还

债权 5%。3、NOF 公司将积极寻找第三方融资机构进行融资，以置换

外高桥造船持有的债权。如截至 2025年 8 月 31 日，NOF公司（或各

单船公司）不能偿还全部剩余债权，外高桥造船有权处置抵押平台。 

外高桥造船收取债权利息，以第一座钻井平台交付后的五个月开

始计算。其中 2017 年 8 月 31 日-2018 年 8 月 31 日为 1 年的利息优

惠期（即第 1 年免除对所有已交付平台利息的 90%），之后按照 5.5%

（其中 4.9%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该部分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浮动情况进行调整计算）

计算债权利息。若任一年钻井平台运营产生的净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当

年的利息，未支付的利息将计入下一年，若连续两个利息计息期不支

付利息，外高桥造船有权终止合作，同时山东海工回购外高桥造船所

持合伙企业份额。 

作为退出机制，外高桥造船可以出售“合伙企业”股权和尾款债

权。外高桥造船在合伙企业中的份额，可选择 a.外高桥造船完成出

资后第 8年末由山东海工不低于原值回购；b.NOF 上市前拆除合伙企

业，由各合伙人直接持有 NOF 股权，通过出售 NOF 股份实现退出；c.

合伙企业中外高桥造船对应持有的股份直接出售。山东海工为外高桥

造船在“合伙企业”的股份提供回购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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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OF 公司情况简介 

企业名称：Northern Offshore Ltd. 

注册地址：Bermuda 

法定代表人：Dr.Sun Yuanhui 

注册资本:26,925,743.5美元 

办公地点：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主营业务：NOF 公司是一家海洋钻井及生产服务商，拥有 15 年

持续经营经验。 

3、拟处置海工平台情况 

本项目涉及的三座自升式钻井平台（两座 CJ46型、一座 CJ50型）： 

（1）CJ46 型自升式钻井平台：又称桩脚式钻井平台，该平台由

一个近似三角形箱型结构和三个三角型桁架式桩腿组成，其型长

65.25 米、型宽 62.0 米、型深 8.0/7.5 米，最大作业水深 114.3 米

（375 英尺），最大可变载荷为 3500 吨，最大钻井作业深度可达 9144

米（30000 英尺）。 

（2）CJ50 型自升式钻井平台：该平台型长 70.0 米、型宽 68.0

米、型深 9.8/9.5 米，最大作业水深 122 米（400 英尺），最大可变

载荷为 6100吨，最大钻井作业深度可达 9144 米（30000英尺）。 

四、 设立合伙企业及海工平台处置的目的、意义与风险 

1、降低企业建造成本 

该方案将有效改善相关钻井平台交付问题，外高桥造船无需增加

新的投入，缓解船厂的资金融资压力，同时有效缓解了外高桥造船的

舾装码头压力，对企业的形象、市场形象也有正面积极意义。 

2、合作机制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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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造船在合伙企业中的投资股权由山东海工承担回购责任，

投资股权有保障。在溢价时，外高桥造船可考虑溢价出售合伙企业股

权。 

3、合法权益有保障 

根据处置方案，外高桥造船有债权的利息收入以及约定的提前偿

还的 5%债权收入和市场恢复后的日租费盈利部分，外高桥造船合法

权益得到保障。 

4、风险分析与防范 

上述海工平台登记国籍为利比里亚，NOF 注册地在百慕大，能否

有效行使抵押权存在风险，拟聘请熟悉利比里亚法律的律师协助公司

办理抵押登记等事宜，确保抵押文件有效。 

此外，本处置方案有助于缓解外高桥造船码头资源，降低持有成

本，增加资金流入机会，但根据双方约定，从财务角度分析，本方案

中上述海工平台风险和报酬并未实现实质转移，销售尚未完全确认。

具体财务影响，将以公司审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