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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006,446.87，按公

司章程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1,200,644.69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3,423,125.58 元，减去

2015年度利润分配 3,186,000.00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1,042,927.76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在符合公司

《章程》、《浙江东日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2017 年）等前提下，结合公司发展阶段、盈利水

平及资金状况，为兼顾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现拟定如下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 2016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18,60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元（含税），

计 3,186,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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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日 6001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小磊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矮凳桥92号   

电话 0577-88812155   

电子信箱 xxl@dongr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政策环境及导向情况 

①2016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 13 年关注“三农”，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重提到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明确指出要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推动

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建设。 

②2016 年 4 月 18 日，商务部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其中提出“争取到 2020 年，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农产品重要流通节点，以跨区域公益性农

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公益性农产品零售市场和田头市场为

基础的全国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 

③2016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包

括加快流通转型升级、推进流通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等八条意见。其中，特别提到

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建立多种形式的联营协作

关系，拓宽农产品进城渠道，突破农产品冷链运输瓶颈，畅通农产品流通。 

④2016 年 6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商务部等 6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京津冀农产品

流通体系创新行动方案》，对京津冀三地农产品流通创新发展进行了部署，旨在统筹优化三地资源

配置，补齐软硬件设施“短板”，积极发展流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产品流通业提质增效，有效

保障农产品供应和质量安全，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⑤2016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部署推进“互联网+物流”，提出包括构建物流信息

互联共享体系，加快建设公共信息平台，提升仓储智能化水平，并再次强调鼓励发展冷链物流。 

⑥2016 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重点加强标准化的冷库、加工预冷集配中心等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地区果蔬冷链流通率达 35%，牛羊肉冷链流通率达 43%。2016 年全国冷库总

量预计达到 4015 万吨，同比增长 8.2%；冷藏车保有量预计达到 11.5 万台，同比增长 23.6%。同

时，商务部会同国家标准委完成对现行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的清理整合，修订了《畜禽肉冷链运



 

输管理技术规范》等 30 项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为行业提供操作指南。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

化示范，首批选择 285 家企业和 31 个城市进行试点，推动标准应用，营造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 

（二）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主要业务包括店面/摊位租赁、交易管理以及提供其他市场配套服务。 对

于以租赁形式引入的经营户，市场对其进行严格筛选，并与其签订租赁合同，通过为承租人提供

经营店面/摊位和综合性服务向其收取租金及管理费。该等经营店面/摊位只对外租赁，不对外销

售。市场与承租方签订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赁期限、租金及经营用途等，租赁期限一般为一年。 

对于开放市场中无固定店面/摊位的经营户，由于其流动性较高，市场借助电子结算系统，按 照

实际成交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交易服务费。市场为确保场内交易商品的质量安全，在交易期间 对

商品质量进行抽查并公示检测结果，对检测不合格的商品予以清退销毁，对相应的经营户采取 市

场禁入等措施。此外，因物流配送等需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车辆进出较为频繁，为更好地维护

市场秩序，市场对入场车辆按一定标准收取车辆管理费。 

专业市场经营租赁主要是由公司下属各专业市场负责经营和管理，公司目前负责经营的专业批发

市场共 4 个，分别为温州灯具大市场、温州菜篮子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温州市生猪肉品批发交

易市场和温州市水产批发交易市场。其中温州灯具大市场的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市场商铺使用费

收入。市场采取商铺出租模式，即商铺的所有权属于公司，商户只拥有合同期内的使用权。公司

与商户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商位的使用期限、 使用费及经营用途等， 商户不得改变约定的经营用

途，未经公司同意，不得转租。 使用费的支付方式一般为：根据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及分期缴纳。 

温州菜篮子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温州市生猪肉品批发交易市场和温州市水产批发交易市场主

要从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营管理，通过提供市场租赁和物业管理、交易管理以及车辆管理等服

务，获取相应的营业收入。肉类运输主要提供从屠宰场至生猪肉品批发市场的整猪配送服务，菜

篮子配送主要为各单位、机关食堂提供蔬菜、猪肉以及其他副食品的配送服务，相应提高了三个

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下列各专业市场相关简介） 

①温州东方灯具大市场，创办于 1993 年，是全国创办最早的专业灯具批零市场。市场现有占地面

积约 38.75 亩，建筑面积 33150.30 平方米，店铺 500 多家。主要经营民用、工程、庭院等各类灯

具灯饰，从中低档普通灯具到高档豪华灯饰，品种系列齐备,位居国内同类市场的前茅。市场先后

荣获浙江省“规范化管理达标市场”、“三星级文明市场”、“浙江省区域重点市场”、“百强市场”、 

“全国文明市场”等称号。 



 

②温州菜篮子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是目前温州市乃至浙江省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之一，

也是浙南地区唯一的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市场占地面积约 440 亩。其中蔬菜交易区大棚总建筑面

积 41000 平方米，划分为基地蔬菜、外埠蔬菜以及冻品、副食品等交易区域，日均交易量约 3000

吨。水果交易区建筑面积 28480 ㎡，拥有店面、摊位 373 个，商铺内配备小冷库 102 个，常驻商

户 333 家，上市的品种达 70 多个，日均交易量约 1000 吨。其中进口水果交易中心占地 6800 平

方米,配套冷库 800 平方米,库房 600 平方米，可供交易车位 56 个。先后获得“国家农业部定点市

场”、“中国百强商品市场”、“浙江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浙江市场消费者最满意品牌单位”

等荣誉称号。 

③温州市生猪肉品批发交易市场，占地面积 15 亩，设有肉品交易大厅、分割肉交易厅、结算中心、

冷库等配套设施，是温州市实行“三区合一”定点屠宰生猪肉品上市批发交易的中心市场，市场

集交易、信息、金融、服务于一体，实行批零兼营、按质论价、自由选货、公平交易、平等竞争、

依法纳税的经营方式，服务周到、管理规范、硬件设施齐全，并拥有一套完善的肉品进、出场质

量检控系统，切实维护消费者肉食安全。 

④温州市水产批发交易市场，占地面积约 7000 平方米，经营户约 70 多户，主要从事活、鲜、冷

冻水产品批发交易业务。市场通过交易服务平台的运营发挥着温州地区水产品批发价形成和满足

水产品消费需求的民生主渠道作用，确保消费市场常年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市场交易商品主要

来自东海、黄海、南海等海域，集散辐射涵盖浙、闽、粤等省份。市场曾被评为市农业重点龙头

企业，省农业“百龙工程”企业之一，国家农业部定点市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917,985,769.69 881,811,816.91 4.10 1,676,143,032.72 

营业收入 357,993,318.71 988,448,031.81 -63.78 726,029,78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9,419,510.27 92,460,104.22 7.53 79,736,48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950,503.06 25,172,356.94 293.09 16,136,9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70,378,098.37 474,144,588.10 20.30 684,100,57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873,514.86 239,726,394.78 -33.73 78,268,76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9 6.90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9 6.90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03 12.66 增加6.37个百分

点 

11.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3,962,579.78 80,052,246.74 86,359,999.05 107,618,49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88,464.59 29,536,223.85 27,678,094.75 20,216,72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993,881.39 29,546,807.56 27,196,474.52 20,213,33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136,969.47 32,621,971.16 53,807,733.31 30,306,840.92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8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8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 0 156,006,000 48.97   无   国有法

人 

王立群   4,884,000 1.53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白旭东   3,512,754 1.1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聂富全   1,728,000 0.54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胡政一   1,277,100 0.4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苏安静   800,046 0.2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高仙霞   712,700 0.22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杨健   621,700 0.2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胡文一   610,000 0.19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杨兴发   576,739 0.18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前十名股东之间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经济指标快速增长 公司市值再创新高 

2016年，公司按照董事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同比快速增长。公司市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同比增长了 47%。 

（二）农批业务稳中有升 市场形象大幅改善 

2016年，公司农批业务主要围绕“食品安全”、“市场管理提升年”、“网格管理”、“生产安全”等

几大中心主题进行开展，全年 1-12月份，蔬菜市场通过加强司秤员管理、水果市场全力拓展车板

交易、肉品市场通过改革交易费收费模式和本地猪轮流上市的办法、水产市场加强逃费管理，农

批市场实现全年经营较大幅度增长。 

（三）灯具、气体、运输经营稳定，房开项目有序推进 

在温州房地产行业与家装行业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灯具市场通过加强招商力度，扩招新业态，

在引入木门和地板等家装业态之后，再次引入墙纸和软装的经销商，进一步丰富了市场的业态，

提升市场多元化经营的空间。 

气体公司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停止了乙炔的生产，虽然对于公司全年营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但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对各种气体原材料耗用实行当日盘存，减少不必要的原材料消耗，全

年总利润同比增长了 6.16%。 

房开公司继续围绕洪殿单元 C-14地块项目的前期手续开展工作，3月份取得规划设计要点，5 月

开始设计招标工作，7 月确定了项目的设计单位。11 月将三个设计方案报市规划局进行比选，经

专家评审会评选，确定了方案并提出初步修改意见。12月市国土资源局对开发地块上的拆迁房发

布征收补偿决定书，启动了征收的司法程序，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四） ERP 建设初见成效，配送业务快速成长 

在公司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信息技术部和监察室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顺利地完成了 ERP的总体上线工作，“运营、考核、营销、定价、采购”五大体系大部完成了上线。

2017年将继续完成外部客户使用的 APP软件与内部 ERP的连接工作，从而方便客户的使用、评价

和监督，进一步提升菜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五）启动再融资工程，拓展域外农批业务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各项工作积极有序推进。6 月 30 日，公司披

露了《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文件；8月 29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省国资委原则同意；9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受理本次

交易申请文件；其后，公司根据证监会反馈意见，及时进行回复与披露。 

2016年 12月 13日，鉴于公司第二次反馈意见的答复中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尚待政策进一步明确，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对本次行政许可项目中止审核的申请，待相关事

宜落实后，将及时申请恢复本次行政许可项目的审核。 

（六）加强企业内控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2016年初，在完成重组资产交接后，除了迅速调整部分与上市公司内控制度有直接抵触的流程外，

在不违反重大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尽量保持各单位原有的工作和经营习惯，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的

前提下逐步调整内控制度。公司监察室在人力资源部、财务管理部、信息技术部配合下，根据上

市公司内控制度的要求，每季对各经营实体进行检查，并将查出的问题进梳理，反馈给各单位。

各单位落实整改后，再接受下一轮检查，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内控管理水平。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温州东日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日气体公司）、温州东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温州房开公司）、温州市益优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益优公司）、温州菜篮

子经营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营配送公司）、温州菜篮子肉类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肉类运



 

输公司）及温州菜篮子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副产品配送公司）6 家子公司纳入本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