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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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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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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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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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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江投资 600650 新锦江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投B股 900914 新锦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贇 张君 

电话 (021)63218800 (021)632188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28楼 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28楼 

电子信箱 shenyun@jjtz.com zhangjun@jjtz.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39,196,800.63 4,464,716,658.60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36,975,400.28 3,254,008,838.12 2.5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75,699.79 97,519,075.39 12.26 

营业收入 1,189,110,049.17 1,163,498,588.43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436,436.30 127,557,738.58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683,102.52 127,741,323.22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3.78 增加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 0.230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2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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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54 212,586,46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3 4,049,795   未知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3,761,493   无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40 2,232,186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2 1,787,832   未知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1 1,711,010   未知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 国有法人 0.29 1,600,000   无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27 1,469,000   未知 

  

DEBORAH WANG LIN 境外自然人 0.24 1,300,000   未知 

  

严可明 境内自然人 0.20 1,100,11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名股东和第 3、7 名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

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是本公司的下属组织。其

他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和股东大会的要求，稳定有序的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呈现

稳中有升的态势。 

 

锦江汽车 

1、报告期内，锦江汽车公司圆满完成各类国宾接待 37 批、部长级以下团 580 批。承接了第三次

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市政协会议等重要会务活动用车。大客车承接了华交会、世界射

箭锦标赛等会务会展赛事 31 批次。 

2、抓住迪士尼以及邮轮市场机遇，积极扩大市场规模。下属锦江商旅公司提供的迪斯尼班车服务

在迪斯尼全球供应商绩效考核中获 97 高分，位列上海第一、全球第二，展现了锦江品牌的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承接阿姆斯特丹号、黎明公主号等国际邮轮接待 19 艘次，派出大客车 846 辆次，

服务约 3.8 万余人次。 

 

锦江低温 

1、打造全程供应链模式。锦江低温为客户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根据客户需求，以物流服务链为

支撑，打造集食品进口、报关、报检、仓储、配送为一体的全程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切实推进

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步伐。 

2、积极探索从仓库管理向商品管理的转型。吴泾公司加大引进新客户，经济效益呈现企稳复苏趋

势；新天天重点拓展中高端餐饮客户，快速形成共同配送运作模式，提高业务附加值。 

 

锦海捷亚 

通过后台整合，集中资源、能力，强化业务管理，降低空运、海运业务采购成本。尝试与 B2B 跨

境电商对接，为电商平台下的中小外贸企业及其他锦海捷亚自有的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互联网+” 

主动适应传统客运行业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趋势，积极推进内部管理信息平台优化升级。锦江

汽车公司日前成立了工作小组，草拟了网约车承包经营实施办法，先后对知名网约车平台的发展

态势进行调研，探索谋求自有网约车平台的途径和可能。报告期内，网上订车业务实现近千笔，

大客车调度中心智能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新开发的大客车班车子路系统、驾驶员任务 APP 软件

正在测试中。 

锦江低温公司继续完善吴泾、吴淞、锦恒三家企业的冷库仓储 WMS 信息管理平台，改善客户体

验，实现了集成数据交互功能。客户可随时通过 WEB 数据网站，查询物品出入库明细情况。 



锦海捷亚公司积极探索和尝试电商跨境业务，提供集货拼箱仓库、海关通关、国际运输等环节进

出口业务配套服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本集团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该

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导致本集团本财务报告期增加

“其他收益”人民币 973,167.14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人民币 973,167.14 元。 

除上述会计政策外，《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采

用对本集团未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