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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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季胜君 工作原因 吕勇明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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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拟以总股本 522,241,7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共计派现金红利 52,224,173.90元，剩余 775,436,507.04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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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创业 60027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乃轶 庞学英、王薇 

办公地址 上海市娄山关路85号A座 上海市娄山关路85号A座 

电话 62789999 62785521 

电子信箱 oiehq@oie.com.cn oiehq@oie.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货物贸易和现代物流为一体的，产业经营与资本运作相

结合的综合型上市公司。公司从一家传统外贸企业起步，发展成为在现代贸易（国内和国际贸易）、

现代物流、资产经营和投资管理方面具有较强实力的大型国有控股的企业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5.22

亿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85.3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40.70 亿元，2017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8.3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3 亿元。 

纺织服装产品进出口贸易是公司传统主业。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已经拥有从纺织服装产品国内外

接单、打样设计、原材料和成品采购、工厂生产到全球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公司是中国最大

的纺织服装出口商之一，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的产品涵盖全品类服装纺织产品，拥有多个知名品

牌，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渠道，市场声誉良好。 

公司下属有多家全资控股的物流和航运公司，从事包括国际航运、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货运

代理、国际集装箱储运及报关、报检等在内的综合物流业务。公司综合利用资金、物流和贸易等

优势，开发了“易融达”物贸联动的产品，为客户定制和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松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医疗设备和器械的进口企业之一，其医疗设备进口代

理与招标业务在国内名列前茅，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2017 年公司加大了对健康产业的投入，东

松公司先后投资设立子公司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东松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目前正在准备新三

板挂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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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535,295,575.75 7,339,766,836.44 7,273,960,455.41 16.29 6,237,382,357.34 

营业收入 15,833,649,846.57 15,605,854,992.34 15,378,142,700.47 1.46 14,174,385,896.6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3,442,386.24 149,334,668.41 148,861,299.47 16.14 147,352,175.8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039,201.33 55,272,078.13 55,272,078.13 -49.27 35,917,507.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069,715,317.07 3,184,327,258.61 3,178,914,074.49 27.80 2,919,729,096.6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2,458,381.56 590,900,990.99 590,897,863.44 -65.74 223,376,657.6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33 0.29 0.29 13.79 0.28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33 0.29 0.29 13.79 0.28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4.77 5.05 5.05 减少

0.28个

百分点 

4.98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49.27%，主要原因是由于华

安证券现金分红比去年同期减少。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65.74%，主要原因是2016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东

松公司调整经营架构，经营性现金流入增加，而报告期无此因素。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27.80%，主要原因是华安证券上市解禁后会计处

理方式按会计准则规定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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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271,134.88 3,760,144,656.12 4,035,484,366.84 4,414,749,68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20,503.47 36,604,848.40 25,774,006.36 67,843,02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60,661.56 24,696,257.00 2,622,886.64 -7,940,60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381,365.00 -42,141,665.86 -10,287,652.55 423,269,0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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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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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4,100,500 352,312,948 67.46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501,400 12,501,400 2.39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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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445 2,944,556 0.56 0 无  其他 

钟旭丹 129,800 2,686,100 0.5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顺洪 439,600 1,628,600 0.3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家用

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0 1,583,834 0.30 0 无  国有法

人 

梁忠军 800,000 1,320,000 0.2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锋 7,800 1,254,400 0.2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孙永宪 1,026,698 1,026,698 0.2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蔡团香 784,464 784,464 0.1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市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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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面对全球经济起伏不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持续升值等不利因素，公司董事

会带领经营班子及全体员工知难而进，通过不懈努力，实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中有升、转型业

务提质增效，公司各项转型发展项目稳步推进，全面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各项目标。2017年公司

营业收入 158.34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17,344.24 万元人民币。 

在现代物流业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海航业为扩大现有散货船队规模，优化船队结构，打

造专业散货船队，分别于 2017 年 3 月和 10 月出资 875 万美元、1552 万美元购入超灵便型散货船

“新海明玺”轮和“新海明晶”轮。目前新购入的两艘散货船已顺利交接并投入运营。物流集团

各子公司相互配合，对“易融达”业务进行开拓和运作，目前“易融达”业务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产品也逐步多元化，客户群更加集中于优质客户，有效降低了业务风险。 

在健康产业方面，2017 年 2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松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和对应的工商登记，

2018 年 1 月 19 日东松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函，同意东松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目前挂牌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东松公司为扩大业

务领域，分别出资 825 万元和 510 万元，与合作伙伴共同设立了上海聚力康东贸灭菌技术有限公

司和河南东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上述两家东松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并开始运

作。同时，公司出资 4,400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翌睿创投基金，翌睿创投基金专注投资于医疗器械、



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较强技术储备、实力及持续研发能力且有明确的临床应用前景和市场需求的

创新型医疗企业，目前已完成相应的基金备案并开始运作。 

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几易方案，于 2017 年 7 月获得了证监会核准批复，

但由于市场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复于 2018 年 1 月到期失效。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为适应公司经营的需要，对《关联交易制度》进行了修订。面对经营

环境以及政策法规的变化，公司一直把内部风险管理作为公司管理重要内容，根据子公司从事外

贸、物流、服务等不同行业的业务特点，及时进行内部控制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努力将公司的内

控水平提升到更高水平。 

 

2 主要财务情况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833,649,846.57 15,605,854,992.34 1.46 

营业成本 14,954,193,958.17 14,779,495,044.39 1.18 

销售费用 524,962,440.88 502,742,091.59 4.42 

管理费用 255,424,006.06 245,470,623.54 4.05 

财务费用 24,750,890.56 -19,908,144.86 22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58,381.56 590,900,990.99 -65.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22,254.90 219,594,796.20 -85.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61,676.60 89,195,904.27 -196.49 

资产减值损失 9,217,592.36 16,013,771.60 -42.4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88,673.79 -1,205,777.91 198.58 

投资收益 231,646,156.53 168,350,919.68 37.60 

资产处置收益 487,838.47 2,913,252.86 -83.25 

营业外收入 4,385,422.14 11,214,069.90 -60.89 

营业外支出 1,908,239.87 614,831.95 210.37 

 

变动主要原因： 

（1）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24.33%，主要原因是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益有所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65.74%,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

司东松公司调整经营架构，经营性现金流入增加，而报告期无此因素；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5.14%,主要是由于全资子公司新海航业购

置 2 艘超灵便型散货船，支付购船款使得现金支出增加；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96.49%，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公司控股子

公司东松公司收到健康基金的投资款,而今年无此因素。 

（5）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2.96%,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有所减少；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98.58%，是由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7）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7.6%，是由于处置海通证券收益的增加； 

（8）资产处置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3.25%,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子公司减少了固定资产的处置； 

（9）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60.89%，主要是因为下属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10）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10.37%，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 

 

2）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

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

利息 
15,508,330.77 0.45 10,164,802.08 0.14 52.57 

应收利息比去年同期增加

52.57%，主要因为公司本部的

质押定期存款计提了利息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2,229,891,072.49 65.08 1,235,510,910.96 16.83 80.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去年同

期增加了 80.48%主要因为公

司本部持有的华安证券股票

解禁,全额按市价计算 

在建

工程 
14,682,890.41 0.43 10,079,935.65 0.14 45.66 

在建工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5.66%，主要由于公司子公司

物流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增

加了投入 

应付

票据 
0.00  0.00 33,903,313.12 0.46 -100.00 

应付票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00%，主要因为公司支付了所

有的到期票据 

应付

利息 
382,011.33 0.01 1,518,231.37 0.02 -74.84 

应付利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74.84%，主要因为公司本部支

付了部分应付利息 

应付

股利 
750,781.48 0.02 1,230,781.48 0.02 -39.00 

应付股利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39%，主要因为公司本期支付

了部分股利 

一年

内到

期的

非流

动负

债 

126,110,060.00 3.68 0.00 0.00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 100%，主要因

为全资子公司新海行业的长

期借款即将到期，转入短期非

流动负债 

长期

借款 
0.00  0.00 137,683,527.00 1.88 -100.00 

长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00%，主要因为全资子公司新

海行业的长期借款即将到期，

转入短期非流动负债 

递延

所得

税负

债 

379,940,363.51 11.09 121,309,862.92 1.65 213.20 递延所得税负债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 213.20%，主要由于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其他

综合

收益 

1,172,383,182.27 34.21 407,989,874.71 5.56 187.36 其他综合收益比去年同期增

加了 187.36%，主要由于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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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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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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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一控制下新增合并报表企业 

新增合并企业名称 股权取得比例（%） 

1.东方国际集团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100.00 

2.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100.00 

3.上海东方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5.00 

2）因出售子公司股权而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企业 

被合并方名称 出售股权占该公司的股权比例（%） 

吴江上海东和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东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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