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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0                    证券简称：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17-046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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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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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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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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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力达 股票代码 3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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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镭 李娜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玫瑰路 999 号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玫瑰路 999 号 

电话 0512-55278563 0512-55278689 

电子信箱 dshmsc@feiliks.com Linda_li@feiliks.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20,705,769.01 1,195,943,905.76 1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48,064.78 32,904,260.44 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6,533,303.05 20,160,090.21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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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031,415.41 113,427,952.57 -143.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3.33% 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24,037,005.69 2,027,470,845.00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35,583,603.35 1,043,073,331.67 -0.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5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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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亚通汽车维

修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6% 53,210,000 0   

昆山飞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6% 53,210,000 0 

质押 13,000,000 

冻结 4,929,957 

昆山吉立达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8% 47,443,625 0   

昆山创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8% 39,028,47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4% 8,549,250 0   

昆山市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6% 2,763,017 0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2,319,803 0   

金学东 境内自然人 0.47% 1,712,125 0 质押 720,00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33% 1,190,500 0   

靳海滨 境内自然人 0.30% 1,1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昆山亚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昆山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吉立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金学东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962,125 股，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12,125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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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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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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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0,705,769.01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8.79%；营业成本 1,374,165,907.41 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 18.01%；实现营业利润 49,673,732.47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8,548,064.78 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17.15%；公司整体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均有一定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201 万元，较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为借助专业投资管理团队的投资运作经验，提升公司产业整合、资本运作的水平和能力，并为公司在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及其它与股权投资相关产业提供新项目和新发展，以及相关物流业务的拓展，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参与投资设立了亭林（昆山）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投资不仅能够帮助公司实现产业投资的收

益，还能为公司提供新项目和投资机会，开拓公司在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及相关产业方向为主的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及其它与股权投资相关领域的物流业务，提升公司的获利能力和股东价值（公告编号：2017-036） 

     传统物流转型升级，新一代智慧物流正在革新、优化物流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提高行业效率，降低行业成本，减

少行业风险，创造新的价值点已成为物流行业共同努力的方向。公司也在为此加快创新与业务转型的步伐，供应链金融、贸

易执行、汽车物流板块等业务的开拓力度有增无减。公司重点打造的业财一体化管理系统已进入上线后的二期开发优化阶段，

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开发已正式启动。为公司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打好基础。同时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

高骨干人员整体素质。 

    报告期内，公司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365,559,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966,792.50（含税）；本年度不进行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积极克服相关不利影响，加大业务开拓力度，努力消化新增产能，提

高募投项目的盈利能力。（详见本节“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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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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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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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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