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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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贲圣林 因公出差 沈建林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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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234,847,532.0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579,748,705.82元，按母公司净利润与

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原则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57,974,870.58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6,401,841,502.18 元，减去 2017 年已向股东分配的利润 1,435,560,805.50        

元，减去本期支付的永续债利息 240,000,000.00 元，截至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余额为

6,803,153,358.10元。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564,180,986.24元。 

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拟提出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4,306,682,417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861,336,483.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期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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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产中大 600704 中大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继达 阮丹玺 胡立松 

办公地址 杭州市环城西路56号 杭州市环城西路56

号 

杭州市环城西路56

号 

电话 0571-85777029 0571-85777029 0571-85777029 

电子信箱 stock@zjmi.com ruandx@zjmi.com stock@zjm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中国供应链集成服务领导者，已连续 7 年位列世界 500 强，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企业

集团。2017 年，按照“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加快实施“流通 4.0”，主营业务为供应链集成服务、

金融服务、高端实业，全力构建战略协同、周期对冲、产融结合的业务格局，努力追求基业长青。 

（一）供应链集成服务 

作为公司核心主营业务，供应链集成服务业主要涉及钢铁、汽车、煤炭、化工、铁矿石等五

大核心品种。2017 年，供应链集成服务板块营业收入 2,690.75 亿元，同比增长 36.21%，占集团营

业收入 97.41%，利润贡献 61.19%。其中，钢铁、煤炭、化工、铁矿石等四大生产资料核心品种服

务量分别增长 22%、16%、18%、18%，营业规模均位列全国前三，另外汽车服务业务在全国汽车

经销商集团中位列综合实力排名第九。  

公司依托强大的资源组织、网络渠道、品牌运营等专业优势，通过集购分销、配供配送、增

值服务、期现结合、“大平台+小前端”等集成化平台化运营模式，联动商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为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业务伙

伴提供原材料采购、加工、分销、出口、物流、金融、信息等高效率的供应链集成服务，致力于

成为客户价值导向的定制化智慧供应链服务集成商。 

（二）金融服务 

公司金融服务业务主要涉及融资租赁、期货经纪、财务公司、资产管理、金融资产交易、不

动产金融、保险代理等业务，初步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类金融业务体系，以 “供应链金融服务商、

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为发展目标，助力打造 “产业+金融”发展格局。此外公司正在积极申请

保险牌照。 

公司下属的中大期货主要从事期货经纪、投资咨询、财富管理与风险管理等业务，在北京、

上海、天津、南京等多个中心城市建立了 30 多家营业部；财务公司作为公司的“内部银行”，是

公司统一的资金集中管理平台、融资平台、资金运营平台和资金结算平台，已拥有电子票据、同

业拆借、有价证券投资等资质牌照；物产融租是省内租赁车辆保有量最大的租赁公司，是杭州 G20

峰会最大的“保障用车制定服务商”和唯一的“租赁平台运营商”。 

（三）高端实业 

高端实业作为公司的培育性主业，秉承公司“以供应链思维、做产业链整合”的布局逻辑，

主要依托公司良好的商誉品牌形象、庞大的现金流资源、政企合作等优势，目前重点布局环保公

用、医疗健康两大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领域。 



其中，环保公用板块，在固废领域，以垃圾焚烧、污泥处理、生物质发电等为核心技术的热

电联产业务获得国家专利，年处理污泥 85 万吨，年供热能力 900 万吨，环保热电总装机容量 300

兆瓦；在电线电缆领域，中大元通线缆在省内外构建起了万余家经销商的庞大网络体系，在屏蔽

线等品种上生产能力已处于行业领跑地位，销售同比增长 79%，并荣获浙江省名牌；在水务领域，

聚焦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已形成城市日供水能力约 65 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约 15 万吨；医疗

健康板块，按照“四化三结合两链一打通”（架构立体化、管控智慧化、业态多样化、运营平台化，

轻重结合、非营结合、医养结合，产业链整合、供应链服务，资本打通）的发展思路，推动全产

业链布局，目前“朗和”作为都市型高端养老机构示范运行良好。 

本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请见本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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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3,807,473.08 76,571,177,242.38 12.24 72,969,284,674.18 

营业收入 276,217,480,411.39 206,898,872,357.21 33.50 182,360,076,704.5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34,847,532.00 2,154,323,554.44 3.74 1,384,537,995.5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80,478,558.62 911,279,377.59 29.54 502,849,016.5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940,675,841.44 20,156,583,928.23 8.85 18,794,793,197.2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59,001,967.12 -543,955,809.44 不适用 3,758,892,936.41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46 0.44 4.55 0.31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46 0.44 4.55 0.31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2.06 12.32 减少0.26个

百分点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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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92,289,502.21 65,976,920,263.70 68,610,304,532.54 

 

83,437,966,1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3,402,747.70 546,477,305.77 539,004,271.18 

 

755,963,20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31,168,124.99 221,950,973.58 245,020,347.69 382,339,11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597,042,314.87 577,278,283.84 -2,175,069,556.83 

2,835,831,6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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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1,9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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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485,331,969 1,455,995,906 33.81 1,455,995,906 无   国

有

法

人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97,461,528 892,384,585 20.72 892,384,585 无  国

有

法

人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100,493,651 301,480,952 7.00 301,480,952 无  其

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22,454,851 132,844,220 3.08  未

知 

 未

知 

浙江天堂硅谷融源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388,060 67,164,179 1.56 67,164,179 未

知 

 未

知 

深圳市信浙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7,164,179 51,492,537 1.20 51,492,537 未

知 

 未

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5,368,470 46,105,410 1.07  未

知 

 未

知 

上海中植鑫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224,997 45,674,991 1.06 44,776,119 未

知 

 未

知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

司 

13,886,621 41,659,863 0.97  无  国

有

法

人 

上海赛领丰禾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194,030 33,582,089 0.78 33,582,089 未

知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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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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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产中

大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

债券 

16中大

债  

136219 2016年

2 月 1

日  

2021年

2 月 1

日  

3,000,000,000.0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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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因 2017年 2月 1日为节假日，故本公司于 2017年 2月 3日支付首期利息 100,500,000.00 元；于

2018年 2月 1日支付第二期利息 100,500,000.00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6 中大债”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根据《大公国际资



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的跟踪评级安排》，2017 年 6 月，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跟踪评级为维持“AAA”,跟踪评级结果已

在资信评级机构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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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2 68.99 0.4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535 0.1398 9.80 

利息保障倍数 4.25 3.35 26.8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是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年”，也是“整合重组年”。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实施“十三•

五”战略规划，以“一体两翼”为指引，聚焦供应链集成服务主业，发力金融服务业，拓展医疗

健康产业和环保能源产业，以此战略布局省国资委核定的集团十三五“2＋2”主业。主要经营指

标均创历史新高，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登上全国流通业上市公司竞争力排行的榜首，荣获浙

江省“四个强省”领军企业称号，入选高盛“新漂亮 50”榜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 2766.20亿元，同比增长 33.52%；实现利润总额 38.26亿元，

同比增长 15.75%；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5亿元，同比增长 3.74%；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1.80亿元，同比增长 29.54%。 

报告期内，公司的重点工作及亮点： 

（一）聚焦主业，业务开拓有新进展 

公司聚焦供应链集成服务主业这“一体”，积极践行“流通 4.0”，打造供应链上下游等利益

相关方跨界融合的生态圈，实现从商品经营到提供集成服务的转变，推动供应链集成服务的持续

稳健增长，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占比分别为 97.41%、61.19%。 

一是创新供应链集成服务模式。通过全球化上下游资源配置、国内国际联动、现货期货结合

等方式，从传统贸易赚取差价逐步转向为供应链上各企业降低成本，打造“进口铁矿石、废钢、

焦煤，钢坯，钢材，剪切加工，内销或出口金属加工制品”、“新车销售，汽车金融、维修、俱乐

部，二手车交易，汽车用品、救援、租赁，汽车回收”、“电煤，配煤、电、气”、“石油，化工原

料，化工产品，化纤产品，服装”等一系列可复制的完整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 

二是精耕细作，深耕细分市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上控资源，中联物流，下建网络，积极

开拓钢铁、汽车、能源、化工、线缆等细分品种和区域市场，市场占有率和渗透力大大提高。通

过“全球品牌运营+跨境智能仓配+产业生态园区组织”，物产云商下沙仓出单量获“双十一”保税



区单仓第一。 

三是主动出击，拓展海外市场。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加快海外网点布局和业务拓展，

依托海外平台公司开展实体化运作，积极开拓境内外联动的贸易金融服务。全年热轧、涂镀板卷

出口量同比增长 140%，不锈钢出口同比增长超 60%。 

四是拓宽视野，挖掘潜在市场。汽车租赁业务，推进与首汽约车、滴滴出行的深度合作，共

同开发网约车租赁市场等等；能源业务，积极筹划申请原油进口资质、大力开展配煤业务，拓展

增量市场；化工业务，将上中下游行业客户的资源、需求有效串联，为客户创造价值，提升客户

黏度，增厚盈利空间。 

（二）优化结构，两翼培育有新作为 

一是创新投融运营模式。前端做深厂商融资租赁业务、中端做强服务增值、后端做好租赁资

产证券化，首期 6.91亿 ABS已成功发行；积极开展主动资管业务，全年新增社会化资产管理规模

11亿元；努力探索油品和化工品线上交易模式和场外 OTC交易模式；开展应收账款资产支持收益

权交易业务，为大型企业和平台服务；创新都市养老理念，首个高端介护式医养中心“朗和”正

式营业。 

二是医疗健康着力推进并购项目落地。成立医疗健康投资公司，以医院为基础，探索特需医

疗、专科中心、康复护理、教育培训等营利性项目，构建医联体内资源共享、专科互补的管理模

式。完成金华市人民医院、衢州柯城区人民医院的举办权变更工作；与江干区政府正式签订江干

区人民医院 IOT合作协议，与衢州开发区合建营利性基层医疗机构。 

三是环保能源积极推进投资项目落地。正式组建公用环境投资公司，聚焦水务、环保领域，

以股权投资、兼并收购、PPP 等方式拓展项目。至 2017 年底已拥有 5 家供水公司，供水规模 65

万吨/天；运营管理 18 家污水处理公司，处理规模 15万吨/天。桐乡泰爱斯 2炉 2机已建成投产，

浦江热电预计 2018年 1月底前完成施工建设。 

（三）重组混改，改革创新有新突破 

一是实施战略重组整合。物产资本分拆为金融投资、健康产业、公用投资三家公司，培育专

业化经营发展能力；整合物产元通和云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汽车综合服务生态系统；

积极筹划中大国际和物产电商战略重组，打造物产云商公司，全面推进“跨境+电商+服贸”转型

发展；物产民爆与浙江省机电集团旗下永联民爆顺利重组，促进民爆板块协同有序发展。 

二是推行“二次混改”，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持续稳妥推进成员公司“二次混改”，积

极探索产业基金、战略投资者等多元资本参与成员公司改革改制的实施路径。物产环能、物产欧

泰、浙油中心实现存量混改优化完善，物产云商、物产公用积极争取纳入省国资委员工持股试点，

不断创新成员公司的混改机制和路径。 

（四）提质增效，精细管理有新成效 

一是专题活动，扎实开展。梳理部门职责职能，优化组织结构，精简重复环节，增进内部协

同，提高运作效率；梳理完善各项制度，修订完善 127 项制度，将 157 项制度汇编成册；梳理价



值链和各经营管理作业环节，提升运营质量和效益。 

二是优化配置，降本增效。深化银企战略合作，用好各种金融工具组合，优化资源配置，千

方百计降低融资成本。2017年公司贷款利率均为基准或下浮，财务成本优势凸显。 

三是强化管理，防范风险。连续 5年开展“11.9 风险安全日”活动，完成 177家成员单位内

控自评工作，从事先、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四项资金当量管理。2017年总体

运行健康平稳，涉诉事项处置有效推进，年度“双降”目标顺利完成。健全“3+X”（投资、财务、

内控审计法务+业务）重大投资项目初审体系，全面梳理项目的投资运行情况。 

四是信息支撑，提高效率。2017年信息化建设三大任务（OA、HR、BI）已基本完成。SAP ERP

系统共计 421家公司线上运行，OA 系统当前运行公司数 323家，EAS合并报表系统共计合并单位

364家。公司下属信息平台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软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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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 2017 年 5月 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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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月 29日披

露《物产中大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本公司编制 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

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47,273,571.71 元，营业外支出 6,943,055.76 元，调增

资产处置收益 40,330,515.95 元。（详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17日披露《物产中大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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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物产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中大期货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大金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大元通

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1)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杭州环水 2017.12.25 797,430,815.14 96.39 协议约定 

江西海汇 2017.12.29 378,364,500.00 27.00 股权收购 

嘉兴市富欣热电有限公司 2017.1.1 252,000,000.00 70.00 股权收购 

赣州市宝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10.27 39,495,600.00 100.00 股权收购 

抚州市宝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10.27 46,364,400.00 100.00 股权收购 

连云港中大普惠香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7.1.1 795,404.56 100.00 股权收购 

浙江中大元通晟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17.8.31 11,770,000.00 51.00 股权收购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杭州环水 2017.12.25 办妥交接手续   

江西海汇 2017.12.29 办妥交接手续   

嘉兴市富欣热电有限公司 2017.1.1 办妥交接手续 168,832,006.02 12,557,523.40 

赣州市宝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10.27 办妥交接手续 156,920,008.05 -4,172,804.33 

抚州市宝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10.27 办妥交接手续 92,456,991.99 -2,773,885.12 

连云港中大普惠香溢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2017.1.1 办妥交接手续 2,522,611.05 -2,534,181.02 

浙江中大元通晟东汽车贸易有限公 2017.8.31 办妥交接手续 97,340,565.65 611,649.53 



司 

2)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未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 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嘉荫森茂口岸有限公

司 
4,000,000.00 60.00 

公开挂牌

转让 
2017.12.20 股权转让协议 -1,201,248.20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

司 
 51.00 

公开挂牌

转让 
2017.12.31 股权转让协议 -11,740,254.85 

物产民爆 

126,634,320.08  

75.00 

转让[注] 2017.10.10 重组协议 91,354,156.19 

浙江物产民爆器材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浙江物产临海民爆器

材有限公司 
100.00 

浙江物产汽车安全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浙江物产长鹏化工实

业有限公司 
68.28 

京安爆破 51.00 

浙江物产京安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双江 70.00 

浙江丹特卫顿热泵有

限公司 
10,200,000.00 51.00 

公开挂牌

转让 
2017.9.21 股权转让协议 -611,091.08 

[注]：2017年 9月 12日，本公司与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签订《民

爆企业重组协议》，本公司以控股子公司物产民爆的全部股权作为出资，与机电集团共同新设成

立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丧失控制权。 

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 2017.7.19 11,000,000.00 55.00% 

KAMTAI TRADING(M) SDN BHD 新设 2017.2.27 1,565,733.79 100.00% 

浙江物产普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6.12.6 1,275,000.00 51.00% 

海南金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7.5.17 5,000,000.00 100.00% 



景宁物产中大水务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18 510,000.00 51.00% 

浙江物产伟天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2.5 40,800,000.00 51.00% 

杭州宏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7.7.27 3,200,000.00 80.00% 

物产中大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2.12 50,000,000.00 100.00% 

义乌市叠森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0.31 尚未出资  

杭州元通江滨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1.16 16,000,000.00 100.00% 

台州元鸿汽车有限公司 新设 2017.4.1 10,000,000.00 100.00% 

浙江车家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新设 2017.8.22 200,000,000.00 100.00% 

上海欧泰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10 10,000,000.00 100.00% 

舟山聚能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 2017.1.4 10,000,000.00 100.00% 

青岛赛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2017.4.25 10,000,000.00 100.00% 

蓝城小镇(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7.6.8 1,800,000.00 60.00% 

元通（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 2017.7.17 7,000,000.00 70.00% 

衢州医疗 新设 2017.2.24 204,000,000.00 100.00% 

物产健康 新设 2017.6.6 260,000,000.00 100.00% 

物产中大（吉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7.9.25 尚未出资  

物产中大(桐乡)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

司 
新设 2017.5.26 尚未出资  

物产中大(桐乡)水处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7.6.29 尚未出资  

物产中大铜业宜兴有限公司 新设 2016.11.30 尚未出资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丧失控制权日净资产 

期初至丧失控制权

日净利润 

天津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2.11 26,174,208.15 21,146.59 

宁波中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注销 2017.9.18 -508,011.26 -529,135.47 

浙江物产燃料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2.19 -299,022,942.74 -46,558.07 

浙江物产燃料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2.14 -34,020,229.34 -64,794.68 

浙江物产环能物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0.10 -303,098.36 -19,155.55 

浙江物产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2017.2.13 16,771.32 5,613.25 

浙江新东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2017.4.12 44,153,580.57 -40.00 

衢州市金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 2017.9.5 16,542,810.54 -367,302.49 

浙江世贸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 2017.8.22 6,477,578.46 -10,953.26 

上海中大亮桥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2.19 32,514,628.07 -591,702.23 

嵊州中大剡溪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2.4 50,461,107.28 -3,833,599.87 

具体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王挺革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4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