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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3                     证券简称：新宁物流                     公告编号：2017-028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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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靖超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董惠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779141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宁物流 股票代码 3000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瑜 徐华明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阳光西路 760 号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阳光西路 760 号 

传真 0512-57999356 0512-57999356 

电话 0512-57120911 0512-57120911 

电子信箱 jsxn@xinning.com.cn jsxn@xinn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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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以电子元器件保税仓储为核心，并为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中的原料供应、采购与生产环

节提供第三方综合物流服务，主要包括进出口货物保税仓储管理、配送方案设计与实施及与之相关的货运

代理、进出口通关报检等。公司2015年度完成了并购重组项目，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了亿程信息100%股

权，延伸和拓展产业链，进入了卫星导航定位运营服务领域，提高公司物流服务技术水平和物流服务领域

的技术研发能力。 

(一）公司主要业务 

（1）仓储业务及相关配套服务 

公司专业提供各产业的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具有二十余年的成熟经验，并以高速精准的完整资讯管

理系统见长，在全国各发达地区（华南,华东,华北,西南,华中）均设有仓储,关务,运输网点；在不断丰富

并完善供应链一体化物流产品的同时，积极研究并逐步实施物流智能化，提升公司的物流服务水平、降低

物流运作成本，确保公司竞争优势，为相关产业链提供配套的物流服务。公司主要物流服务业务包括：前

端物流，VMI(供应商管理库存)、DC(分拨中心)、CKD/SKD（全散件/半散件）等；工厂物流，线边库管理&

原材料配送上线、成品下线&成品仓管理等；后端物流，FG（成品）、FA（垫资模式）、FRU（客服备件）、

索赔库等；其他业务，银行监管仓(如动产、不动产质押监管仓储)、供应链金融服务等。 

（2）卫星导航定位服务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亿程信息以北斗和GPS服务专家为定位，向多行业商业用户和政府机关提供车辆卫星

定位运营服务及配套软硬件，是车辆卫星定位运营服务一揽子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范围涵盖货运、客运、

危运、驾培、行政执法、汽车制造、智慧城市等专业应用领域，是国内车辆卫星定位运营服务行业中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软硬件产品及空间数据技术体系的企业。亿程信息集卫星定位运营服务、软硬件研发、系统

集成为一体，基于智能位置服务的平台级产品为商业用户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安全管理与运营服务、互联网

+交通、车联网、物联智慧城市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车载信息终端及智能外设采集车辆及随车人、物的

状态信息，主要通过移动与物联通信网络传输至系统平台进行归类、存储和分析，最终将用户需要的信息

以客户端、网页、手机、信息、邮件、呼叫中心等方式提供给用户，帮助用户实现控制成本、透明管理、

保障安全的目的。 

（二）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868.6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53%；分产品看，服务及软件销售

增速较快，比去年同期增长55.75%，仓储及仓储增值服务27,977.74万元，较上期同期增长20.46%；分地

区看，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华南地区及西南地区销售收入的增长，华南地区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

增长170.55%，西南地区较去年同期增长65.81%，以上是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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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758,686,910.37 590,274,020.12 28.53% 404,288,36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983,629.40 -109,745,682.87 155.57% 6,437,94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08,333.47 -108,182,839.37 131.34% 5,783,73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27,440.28 -29,915,031.87 213.75% 14,169,25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52 138.46%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52 138.46%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8% -21.12% 26.20% 1.90%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1,995,214,583.46 1,718,088,815.67 16.13% 682,080,80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2,553,889.04 1,169,353,061.05 13.10% 340,618,300.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9,525,313.80 139,609,581.61 215,134,811.21 204,417,20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5,674.10 -1,185,066.00 19,749,317.54 36,543,70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96,735.80 -13,329,211.74 18,463,667.89 22,877,14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820,398.42 37,944,468.29 8,598,794.01 76,304,576.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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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0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90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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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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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融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2% 34,905,000  质押 30,400,000 

曾卓 境内自然人 11.04% 32,871,034 32,153,275 质押 32,000,000 

南通锦融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9% 29,447,852 29,447,852 质押 29,410,000 

天津红杉资本

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6% 8,515,44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1% 5,685,32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锐意改

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2% 5,127,957    

广州程功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 4,152,146 4,152,146 质押 4,152,100 

天津天忆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3,392,392    

李桦 境内自然人 1.09% 3,250,905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辉

煌"129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0.67%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雅军先生分别持有苏州锦融投资有限公司 84%股权、广州程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并认缴南通锦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出资，间接控制公司 23%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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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国家政府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及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作

用下，国内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步伐加快，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持续改善。国内物流行业

总体运行态势趋稳，物流需求结构持续改善；社会物流总费用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

有所下降，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物流服务价格总体平稳，物流企业经营整体有所好转。报告期

内，公司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5,868.69万元，同比增长28.53%；营业利润4,044.57万元，同比增长140.52%；

利润总额8,102.16万元，同比增长180.5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98.36万元，同比增长155.57%。

公司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并实现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推行技术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了公司业绩所致。报告期内，公

司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80.54%,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其中，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707.53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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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156.2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及年度经营计划，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工作任

务，通过积极地开拓市场及业务模式创新，同时不断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益，使公司的盈利能力得

到显著提升。业务方面，公司在保税仓储、国际货代、报关报检等传统业务平稳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在

深圳、成都新设深圳市新宁物流有限公司及成都青白江新蓉宁物流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在稳固原有

业务基础上积极开拓进取，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在卫星导航定位服务业务领域，公司全资

子公司亿程信息分别在贵州、重庆及湖南加强了其营业网点的建设，扩展了其业务服务范围、拓宽了业务

渠道，同时亿程信息加强了内部成本费用管控，经营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

度增长；此外，公司以参股形式在安徽成立了子公司安徽睿德智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该公司将着力于智

能物流系统及装备方面的研发及应用，并致力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在内部管理及生产安

全管理方面，公司对内部信息管理系统持续地优化和升级，智能化信息化的建设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制

度控制和流程控制方式强化公司内部管控，规范公司治理和提升公司集团化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了企业生

产安全管理，推进安全规范管理及对公司消防设施升级，企业安全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在人才培养

与企业文化方面，公司通过组织员工参加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通过营造和谐的工作

环境、定期组织的文体活动，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企业内刊等多种形式进行文化宣导，持续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使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仓储及仓储增值

服务 
279,777,440.71 198,415,650.29 29.08% 16.98% 15.06% 1.64% 

代理送货服务 132,802,910.27 126,134,162.38 5.02% -15.81% -8.85% -5.71% 

服务及软件 140,132,088.68 36,712,886.83 73.80% 35.79% -27.75% 25.93% 

设备销售 101,132,493.52 75,174,543.24 25.67% 100.00% 100.00% 25.6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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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7,792,643.02   345,039,958.01  -33.98%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采购增加及购置长期资

产所致 

应收票据  23,653,044.03   270,000.00  8660.39% 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增加收款力度所致 

预付款项  29,337,874.73   62,623,312.05  -53.15% 本期子公司预付款采购较上期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1,929,635.15   27,009,132.54  351.44%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33,606,948.25   107,288,604.65  -68.68% 本期重分类大使箱包库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2,584,969.81   16,017,117.55  852.64% 本期重分类大使箱包库存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7,860,800.00   55,340,000.00  167.19% 
应收业绩补偿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所致 

长期应收款  64,190,343.09   39,150,354.27  63.96% 本期新增业务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0,093,778.86   27,612,003.12  45.20% 本期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     17,925,038.40  -100.00% 本期部分在建工程完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4,988,559.03   13,150,468.82  242.11%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28,270.45   13,183,963.57  -36.07% 
本期子公司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较上期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204,871.00   1,507,136.00  5022.62% 本期子公司购置长期资产所致 

应付账款  293,519,380.90   181,668,213.79  61.57%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0,390,376.05   7,879,984.12  412.57%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其他应付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     296,623.34  -100.00% 
本期香港新宁分期付款购车应付款结清所

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326,610.46   39,840.00  3229.85% 本期子公司长期租赁业务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92,687,901.49   218,911.79  42240.30% 
应收业绩补偿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所致 

未分配利润  18,841,760.10   -41,692,564.22  145.19%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经营业绩提升所致 

税金及附加  5,640,526.48   2,131,281.83  164.65% 
本期业务增长及会计政策变更重分类调整

所致 

销售费用  61,034,098.14   35,836,003.63  70.32% 本期职工薪酬、办公费、折旧费等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64,860,870.60   115,936,103.79  42.20% 
本期职工薪酬、无形资产及装修费摊销、招

待费、租赁费、办公费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741,469.75   3,134,019.27  147.01% 本期利息支出增加及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77,190.84   105,495,194.77  -97.27% 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44,341,961.81   6,142,883.84  621.84% 本期政府补助较上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66,002.64   6,933,924.87  -45.69% 
上期子公司深圳新宁物流计提预计负债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0,608,606.77   7,626,658.79  170.22% 
本期公司改善经营管理业绩提升所得税费

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60,413,016.05   -108,223,910.21  155.82% 本期增加亿程信息及经营业绩提升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863,762,723.74   576,645,695.84  49.79% 

本期公司业绩提升及并购亿程信息致使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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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4,086,438.51   2,210,830.75  84.84% 
本期业绩提升收到的即征即退增值税较上

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928,793,487.21   638,233,560.54  45.53% 

公司业绩提升及并购亿程信息致使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26,038,921.96   165,513,346.68  36.57% 

本期公司业绩提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049,729.37   40,281,054.95  59.01% 
本期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支付的各项税费较

上期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2,278,200.82   94,464,960.01  82.37% 

本期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894,766,046.93   668,148,592.41  33.92% 

本期公司业绩提升及并购亿程信息致使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027,440.28   -29,915,031.87  213.75% 

公司业绩提升致使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大于流出的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     3,792,819.67  -100.00% 本期未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39,824.90   893,649.71  72.31% 本期处置资产收回现金较同期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47,348,021.69   60,810,477.25  142.31% 公司购建长期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02,001.00   50,000,000.00  -87.20% 本期公司对外投资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53,750,022.69   110,810,477.25  38.75% 公司购建长期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490,305.25   -77,348,150.17  -50.61% 公司购建长期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2,700,000.00   221,178,429.25  -98.78% 上期公司增发股份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23,916,977.00   168,668,302.03  32.76% 本期收到借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26,616,977.00   389,846,731.28  -41.87% 本期公司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253,384,856.34   78,000,000.00  224.85% 

本期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268,374,164.15   90,829,390.50  195.47% 本期公司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757,187.15   299,017,340.78  -113.96% 

本期公司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及偿

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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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合并单位7家，原因为： 

（1）贵州程交科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贵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所设立的控股

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9月23日，贵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60万元，

占贵州程交科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比例为60.00%。公司间接持有控股孙公司贵州程交科创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权比例为60.00%。 

（2）石家庄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所设立的控股子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5月6日，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51万元，

占石家庄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比例为51.00%。公司间接持有控股孙公司石家庄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比例为51.00%。 

（3）湖南新亿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所设立的控股子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2016年5月19日，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110万元，

占湖南新亿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比例为55.00%。公司间接持有控股孙公司湖南新亿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比例为55.00%。 

（4）武汉新宁捷通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12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

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实际支付投资款，武汉新宁捷通物流

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为零。 

（5）深圳市新宁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

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实际支付投资款，深圳市新宁物流有限

公司的实收资本为零。 

（6）南宁市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31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实际支付投资款，南宁市新宁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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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都青白江新蓉宁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6日，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500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实际支付。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 

（1）2016年10月14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新珏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办理完毕注销登记。 

（2）2016年12月23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与张江峰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同意将亿程信息所持有的深圳星斗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75.00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张江峰，张江峰同意有偿受让。2016年12月29日，亿程信息收到张江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5万元。

深圳星斗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雅军 

2017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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