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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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董中浪 因公务出差 高冠江 

独立董事 杨征宇 因公务出差 高冠江 

董事 莫志明 因公务出差 卫光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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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实现税后利润 1,474,959,214.16

元 (母公司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74,359,815.75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3,349,319,029.91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本年度所实现净利

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47,495,921.42 元、提取 25%的任意盈余公积金 368,739,803.54

元，已派发 2016 年度现金红利 76,993,038.13 元，本年度可供投资者实际分配的利润为

2,756,090,266.82 元。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当前总股本

2,199,801,033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 0.61 元（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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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储股份 6007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斌 郑佳珍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

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6区18号楼 

电话 010-83673502 010-83673502 

电子信箱 xuebin@cmstd.com.cn zhengjiazhen@cmstd.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中储股份是业务涵盖期现货交割物流、大宗商品供应链、互联网+物流、工程物流、消费品物

流、金融物流等领域的现代综合物流企业，为我国特大型全国性仓储物流企业。 

（一）公司所属行业的情况说明 

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为“稳增长”、“调结构”、“降成本”、“惠民生”

发挥了较好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在

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进一步提升。 

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仓储物流行业。仓储物流行业是我国物流行业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是社会商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中储股份于 2014年底联合建立了中

国仓储指数，2016年 1 月 6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正式公开发布。从中国仓储指数来看，2017

年，除 7 月份跌落至 50%以下的收缩区间外，其余各月均保持在扩张区间，全年该指数平均水平

保持在 52.4%的较高水平，高于 2016年 1.1个百分点，如下图： 

中国仓储指数走势图（%） 

 

 

从指数走势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业需求持续增长；（2）行业设施利用充分；（3）

行业发展效益提高。 

从 2017 年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经济增速稳中有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增强、效益提高、协同

性改善，为 2018 年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奠定较好基础，而稳中有进的宏观经济也将为仓储行业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期，在报告期内，结合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对主营业务进行了

重新定位与梳理，形成了以下几大板块核心业务，具体如下： 

1、期现货交割物流 

中储股份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海内外主要期货交易所交割库资质的企业。 

公司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截止到 2017

年底，在主要期货品种中，公司铜获批核定库容为 36 万吨、铝获批核定库容为 24 万吨、铅获批

核定库容为 8万吨、锌获批核定库容为 7.5万吨、镍获批核定库容为 2.4万吨、橡胶获批核定库

容 13.8万吨，是国内重要的期货交割库运营企业。 



截至 2017年 1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国 Henry Bath & Son Limited 集团有色金属业务量在

LME排名第 6，库存占 LME全球交易 3%。 

凭借期货交割、现货仓储的资源优势，连接国内与国际两大有色金属交易所渠道的优势，结

合“中国放心库”品牌和 LMEshield 系统，依托货代、检验、金融服务等功能模块专业化能力，

公司为大宗商品期货与现货转换提供支持，形成了一系列涉及金融衍生品的服务功能，能够为客

户提供低风险、高质量服务。 

2、大宗商品供应链 

公司正逐步构建供应链物流、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生态三层结构的供应链服务平台，形成链

式供应链和圈式供应链两条业务主线，使其具备物流、贸易、金融多种功能，为产业链各方提供

充分整合、互利共赢的供应链生态环境。 

（1）圈式供应链 

以市场为基础，以线上交易系统为载体，倾力打造供应链生态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

集、信息归集和交易资金周转。 

公司拥有钢材、有色、建材、木材等多种类型市场，总建筑面积 458,030㎡，摊位总数 7000

多个。是大宗商品生产企业全国分销的重要平台。 

（2）链式供应链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客户，充分发挥自身资金、网络和物流优势，深度介入其产业链的产

供销交易和物流环节，通过优化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集采购、分销、仓储、运输、加工、配送

等功能为一体的供应链服务。 

3、物流+互联网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对物流产业的革命性影响，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推动信息技

术的引入和研发，并确立了技术创新引领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的目标，在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的

同时，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提高社会物流效率。2013 年以来，公司先后投资设立了中储恒科物联

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基本形成了“物流+互联网”的战略性业务板

块。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中国最大的“无车承运人”平台—

—中储智运平台。平台通过运力资源的整合与规模化运作，以强大的信息系统为支撑，以专业化

服务为保障，为客户提供线上货与车/船职能匹配、运力竞价交易、在途监控、开票结算、语音呼

叫等服务，能够大幅提高返程车、船利用率。2016 年入选了交通部省级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

企业。平台 2015年 4 月上线以来，增长势头强劲，2017年更呈快速发展态势。2018 年，中储智

运将继续坚持无车承运人模式不动摇，发挥央企平台优势，以货主企业、货车司机为服务中心，

进一步建设覆盖全国、上下游产业链的服务体系和网络，助力各行业供应链改革，助推物流业转

型升级，力争成为国家级示范平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的前身为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自 1984

年进入衡器行业以来，恒科已成为行业领先者，负责起草了《GB/T11883 电子吊秤》国家标准，

参与起草了《GB/T21296 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国家标准和《JJG555非自动秤通用检定规程》、《JJG907

动态汽车衡检定规程》等检定规程，建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衡器实验室，是中国衡器协

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拥有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68

项、外观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20余项。 

恒科立足称重、深耕物联网，在智能工业、智能交通和智慧物流领域研发了一系列基于称重

的物联网产品，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商向物联网系统服务商的转型。无人值守汽车衡管理系统、工

业计量网络系统、条形码物流管理系统等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系统、集

装箱货场数字化管理系统、数字化仓库底层数据采集系统等广泛应用于铁路、港口和物流业；公



路计重收费系统、不停车快速检测网络治超系统、公路超限非现场执法系统等广泛应用于交通领

域。 

4、消费品物流 

公司拥有超过 4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站台库，结合自有仓储物流平台和业务需求，建立了

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干线运输网络和共同配送体系，能够为日化、食品饮料、酒类、零售、

冷链、包装化工、医药保健品、工程产品等消费品提供仓储、运输、配送以及包装、质检、进口

清关等服务；公司拥有一支素质高、经验丰富的业务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业务系统能够提供库存查询、在途跟踪、路线优化等功能，实现与客户系统的有效对接。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宝马、西门子、格力、五粮液、中粮、可口可乐、伊利、沃尔玛、华润万

家等。 

5、工程物流 

中储拥有一支服务意识强、知识面广、经验丰富的工程物流专业团队，能够为业主单位或项

目承包商提供全面、专业、个性化的门到门物流解决方案，将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材料、施工

机械等各项物资从起运地安全及时运至施工现场。中储工程物流服务领域包括海运、空运、陆运、

仓储、装卸、包装、报关报检、租船订舱、港口中转、大件运输、物流方案设计、进出口政策咨

询等，服务涉及化工、电力、核能、水利、冶金、采矿、铁路、机场、环保、机械制造、基础设

施等。 

6、金融物流 

为有效解决由于诚信体系不健全造成的企业融资难问题，公司于 1999年在国内首创动产融资

监管业务。十几年来，公司累计为大约 50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金融物流服务，实现累计融资额

达到 6000多亿元；业务品种涵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木材、石油及制品、化工、农副产

品、食品、家用电器等计十六大类，一百多个具体品种；与全国 30多家银行总行签订了总对总战

略合作协议，与 20多家地方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针对客户企业不同需求，业务开发了仓单质押

监管、动产质押监管和动产抵押监管等不同模式。未来，公司将深化金融与物流的融合，广泛应

用物联网技术强化过程监管，全方位掌握金融物流业务相关信息数据，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业务安

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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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8,720,183,153.37 19,735,993,752.86 -5.15 15,259,578,030.49 

营业收入 25,603,249,823.58 15,280,964,375.48 67.55 17,771,704,831.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37,780,593.57 767,444,957.45 74.32 666,837,667.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254,533.25 -27,281,418.80 不适用  -85,330,907.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556,836,774.42 9,361,503,704.69 12.77 8,744,614,294.3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45,559,410.04 -3,903,133,331.95 不适用 -59,422,444.1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081 0.3489 74.29 0.358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081 0.3489 74.29 0.358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3.3479 8.3581 增加4.9898个

百分点 

10.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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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696,124.66 6,920,084,423.38 6,753,001,594.82 6,362,467,680.7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766,087.94 68,434,283.87 1,110,742,263.23 128,837,958.5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010,562.66 64,014,043.43 50,258,164.86 -87,028,237.70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7,001,339.17 319,720,779.66 2,344,285,495.92 2,618,554,473.6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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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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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

限公司 

0 962,189,841 43.74 0 无   国有

法人 



CLH 12（HK）Limited 0 339,972,649 15.45 339,972,649 无  境外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194,761 44,662,845 2.03 0 未知  其他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5,055,052 35,055,052 1.59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141,336 21,221,082 0.96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1,087,100 0.96 0 未知  其他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国通信托·恒升

72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14,329,559 14,329,559 0.65 0 未知  其他 

应淑爱 13,865,799 13,865,799 0.63 0 未知  其他 

茹鹏鹏 12,773,313 12,773,313 0.5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0 9,314,641 0.42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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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利

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2012 年

中 储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债券 

12 中

储债 

122176 2012 年

8 月 13

日 

2019 年

8 月 13

日 

16 5%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交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约定于 2017年 8月 14日向“12中储债”持有人支付了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

公司 2012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12 中储债”）进行跟踪评级。本期公司债券 2012 年度-2016 年度

的跟踪评级结果均为：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本

期债券“AAA”的债项信用等级。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根据 2017 年度情况对本公司及公司债券作出最新跟踪评级的时间预

计为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30 个工作日内，评级结果将在中证报、上证报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详情请查阅 2016 年 4 月 13 日和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中证报、上证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

对本公司进行主体评级，评级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9 日，新世纪评级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

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2017 年 2 月，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7]SCP29 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2017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

再次委托新世纪评级对本公司进行主体评级，新世纪评级仍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情请查阅 2017 年 2 月 23 日和 2017 年 3 月 11 日的

中证报、上证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委托新世纪评级对本公司主体及债项进

行评级，评级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0 日，新世纪评级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

望为“稳定”，给予本次债券“AA+”信用等级。2017 年 8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

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84号），核准

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亿元的公司债券。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2.43 51.43 -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7 0.13 0.14 

利息保障倍数 6.65 5.16 1.49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560,324.98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2,506,528.25 万元，实现利润总

额 180,186.86万元，比上年增加 73,749.25万元，增幅为 69.29%。实现净利润 134,259.42万元，

比上年增加 56,639.39 万元，增幅为 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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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

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

准则进行调整。2017 年 8 月 29 日，经本公司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

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当期和比较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2016年追溯后 2016年追溯前 

1 资产处置收益 309,922,879.78 1,054,200,307.61  

2 其他收益 662,518,833.10    

3 营业外收入 111,072,462.81 168,582,097.01 1,222,782,4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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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5 户，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 户，减少 3 户，详见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