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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8-10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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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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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罗力 独立董事 个人工作原因 张翔 

李正 独立董事 个人工作原因 张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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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22,697,81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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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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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镔 常晓艳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 号怡亚通

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 号楼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3 号怡亚通

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 号楼 

电话 0755-88393181 0755-88393181 

电子信箱 002183@eascs.com 002183@easc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广度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广度供应链业务是致力于为上下游企业搭建桥梁，专业承接企业供应链各环节非核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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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包，如料件采购、生产加工、成品销售、物流仓储、市场营销服务等中间供应链环节，

扮演企业间“高速公路”，提供优质的全程供应链服务，让合作伙伴专注于核心业务（产品技

术研发、市场战略规划等），实现总成本领先，提升竞争力及经营效率。平台经营模式围绕

核心客户提供供应链服务，主要为采购及采购执行，销售及销售执行。广度平台业务收入以

向客户收取服务费的形式居多。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广度服务升级为“供应链运营+营销”模

式。在协助品牌厂家做好营销管理，提高效率的同时体现怡亚通运营和营销服务的价值。 

  （2）全球采购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全球采购平台（全球采购与产品整合供应链）是深入各行业深入整合上下游资源，形成

一站式的采购与整合平台，实现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资源的“全球买，全球卖”。从上游

提供全球不同供应商的原材料、半成品以及成品资源，到下游对全国或区域性渠道的整合，

最终对接客户端，选择效率最高的供应链运作模式，加速资金的流转和提高毛利率。例如，

美国蔓越莓品牌优鲜沛（OCEAN SPRAY，占全球70%份额）与怡亚通合作，由怡亚通提供

从进口、物流、经销商管理（京东、天猫及麦德龙等）及市场营销在内的全流程供应链服务。

目前业务涉及新能源、系统集成、服装等新行业。 

    （3）380分销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380分销平台供应链服务，将传统渠道代理商模式转变为平台运营模式，通过整合各区域

优质经销商的渠道，实现国内外城市平台共享与分销体系优化，构建一个快捷、高效的直供

渠道，为客户实现供应链管理的优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其分销品类涵盖：快速消费品（日

化、母婴、酒饮、食品），通讯，家电，医疗器械及医药。380分销平台持续加强流通领域各

区域经销商整合力度，壮大优质分销合伙人经营团队，扩充流通业不同分销渠道，深入覆盖

终端。平台业务服务网络已达320多个城市，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五个第一：全国规模第一（2017

年营业收入401.2亿元人民币）、全国服务网络第一（超过320个城市建立了地区分销平台）、

全国终端数覆盖第一（服务近200万家终端零售店）、全国产品品牌数第一（与超过2600个各

行业知名品牌商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全国人员团队规模第一（专业服务人员近30000人）。 

    （4）连锁加盟平台经营情况 

连锁加盟平台依托于现有380分销平台体系的扎实基础，打造集连锁加盟、商品集采、品

牌服务、营销支持、物流配送、O2O运营、增值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零售综合服务平台，

致力于整合优质的零售连锁加盟企业，共同建立中国最大的B2B2C/O2O连锁加盟品牌联合

体，凭借怡亚通庞大的供应链赋能体系，推动流通商店的变革升级。平台通过对上下游渠道

各环节的整合与链接——能够帮助品牌商覆盖终端，帮助终端直接通过平台向上游采购，终

端可直接跟品牌商互联互通。 

    报告期内，平台拥有湖南锦和乐、辽宁金凯达、重庆川渝美妆等优质品牌连锁加盟商。通

过合作发展，连锁商借助怡亚通公司的品牌及商品资源、资金布局、人员团队支持、供应链

与物流服务、金融、营销等增值服务的资源共享得以呈现快速扩张局面，整合终端门店数量

超过8000家，实现将公司上游40万商品品类资源布局社区化，贴近消费者，增强体验感，提

升生活便利性。平台处于建设初期，将加速整合各地区有实力的连锁加盟公司，即整合线下

优质零售加盟企业，扩充终端网络覆盖。 

    （5）物流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物流平台是从各业务板块分离出的物流业务集合成的平台，从企业物流转变、升级、发

展为物流企业，将怡亚通公司所涉及的物流资源进行社会化平台服务打造。现组织架构升级

为独立平台运营模式。目前，物流平台经营管理范围辐射全国超30家全资控股物流子公司，

对怡亚通公司整体供应链服务中所涉及的物流业务进行统一管理运营，物流干线网络范围覆

盖全中国30多个省份。在全国拥有超300个城市范围内的532个仓储网点，以资源共享支持业

务团队加速发展。作为载体平台，物流平台业务量增量明显，借助怡亚通公司庞大的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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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资源，同时积极整合外部物流团队及现有业务资源，以不断扩大业务规模为基础，

凭借规模效应增大收益。 

    （6）宇商金控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宇商金控平台定位基于怡亚通公司载体业务，面向全国垂直细分行业的B2B企业服务市

场，提供专业的供应链资讯管理、信息撮合、科技解决方案和综合服务。平台业务发展顺应

国家政府宏观政策导向，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怡亚通公司“1+N”商业模式

（“1”代表核心企业，“N”代表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供应商、经销商、渠道商、零售商），依托

制造业产业链的核心企业，积极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保理、

国际国内信用证等各种形式的产业链金融业务，有效满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商业往来的融资

需求。 

    （7）互联网平台业务 

    星链，是中国新流通行业的S2B2C开放性互联网科技服务平台。以“供应链+互联网”的生

态体系，整合、链接和赋能中小零售商与个人创业者，推动流通行业转型新流通。星链构建“共

享商品、共享分销、共享营销、共享流量”为核心的流通互联网赋能体系，全方位链接品牌方、

分销商、终端商店及消费者，以供应链大数据支撑，推动流通业的全渠道效率优化升级，实

现流通渠道资源的扁平化、共享化、社区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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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8,059,306,079

.00 

57,913,671,051

.00 

57,913,671,051

.00 
17.52% 

39,641,072,304

.00 

39,641,072,304

.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5,236,222.00 518,752,458.00 518,752,458.00 14.74% 492,433,383.00 492,433,3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2,645,697.00 496,291,804.00 496,291,804.00 11.35% 385,371,618.00 385,371,61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644,959.00 

-4,146,834,390.

00 

-4,146,834,390.

00 
-102.48% 

-1,805,458,722.

00 

-1,805,458,722.

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5 0.25 12.00% 0.2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5 0.25 12.00% 0.24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8% 9.99% 9.99% 0.39% 11.44% 11.4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7,262,379,649

.00 

42,381,827,443

.00 

42,381,827,443

.00 
11.52% 

32,813,470,839

.00 

32,813,470,839

.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954,163,492.

00 

5,489,219,274.

00 

5,489,219,274.

00 
8.47% 

5,044,346,292.

00 

5,044,346,29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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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421,586,203.00 14,735,817,145.00 17,054,088,775.00 20,847,813,95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863,287.00 144,442,292.00 145,745,898.00 119,184,74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234,410.00 127,341,226.00 139,469,134.00 100,600,92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509,401.00 273,210,011.00 -200,453,133.00 2,445,397,482.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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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5,7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6,73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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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5% 767,433,500  质押 470,750,134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增利 2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3.55% 75,437,913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2.33% 49,405,396    

金鹰基金－工

商银行－金鹰

穗通 2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0.43% 9,086,434    

池益慧 境内自然人 0.39% 8,259,000    

红土创新基金

－银河证券－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0.36% 7,745,01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0.29% 6,24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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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 境内自然人 0.27% 5,785,936    

余冰 境内自然人 0.22% 4,596,900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保赢 1 号 

 0.20% 4,290,6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54,000,000 股；2、万忠

波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41,643,796 股；3、池益慧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6,869,000 股；4、张锋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5,785,936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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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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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怡亚债 112228 2019 年 09 月 29 日 49,170.67 7.5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怡亚 01 118612 2019 年 04 月 08 日 50,000 7.0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16 怡亚 02 118782 2019 年 08 月 02 日 20,0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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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支付 16 怡亚 01（118612）自 2016 年 4 月 8 日至 2017 年 4

月 7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具体详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7-061）；                                         

2、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 日支付 16 怡亚 02（118782）自 2016 年 8 月 2 日至 2017 年 8 月

1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具体详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17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7-178）；                               

3、公司已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支付 14 怡亚债（112228）回售款及自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2017 年 9 月 28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具体详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7-249）、《关于“14怡亚债”公司债券回售实施

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251）；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一）14怡亚债的评级情况 

2014年5月19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公司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14怡亚债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相关评级报告刊载

于2014年9月25日巨潮资讯网。 

根据《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

定，联合评级将在14怡亚债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

评级，并在14怡亚债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17年6月26日，联合评级分别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14怡亚债进行跟踪评级并出具

了《跟踪评级公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14怡亚债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与上一次评级结果保持一致。相关跟踪评级报告刊载于2017年7月1日巨潮资讯网。 

（二）16怡亚01和16怡亚02评级情况 

2015年12月18日，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16怡亚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

明书》中的约定，联合评级将在16怡亚01债券和16怡亚02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

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16怡亚01债券和16怡亚02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17年6月26日，联合评级分别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16怡亚01”和“16怡亚02”进行

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跟踪评级公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16怡亚

01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相关跟踪评级报告刊载于2017年7月1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与联合评级就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作出约定，在14怡亚债、16怡亚01债、16怡亚02

债券存续期内，联合评级将不定期对评级对象进行跟踪评级，根据跟踪评级情况决定是否调

整信用等级，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公布。最新的跟踪评级报告预计在本年度报告披露

之后2个月内完成。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1.69% 81.6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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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6.00% 5.56% 0.44% 

利息保障倍数 1.68 1.75 -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64.5 -414,683.44 -100.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52.56 -54,176.23 -108.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933.38 411,879.51 -103.8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6,549.01 314,447.34 -2.51% 

资产总额 4,726,237.96 4,238,182.74 11.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595,416.35 548,921.93 8.47% 

营业收入 6,805,930.61 5,791,367.11 17.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59,523.62 51,875.25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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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685.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54%；年度利润总额为

7.6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1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4%。 

  （1）广度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广度业务平台营业收入为142.7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0.69%；业务毛利为

6.3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1%。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广度业务持续优化关停不良业

务项目，寻求健康创新发展，将核心重点业务转移至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利好行业及未来新兴

潜在发展行业， 聚焦高利润属性行业及业务模式，其中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战区的业务

利润较去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广度业务发展中，怡亚通公司积极探寻世界及中国500

强大客户，继续挖掘“1+N”业务模式的潜在价值，与500强合作伙伴如飞利浦、博世、网件、

海尔等大客户取得战略合作关系，扩大优质业务规模，做深做透核心企业上下游。利用“采

购执行+分销执行”打通核心客户上下游合作商，提高供应链服务的附加值。 

 

 

  （2）全球采购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采购平台营业收入为131.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86%，业务毛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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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86%。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化工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34.76亿元。

毛利下降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出售子公司（怡海能达公司）减少毛利0.37亿元；二是电脑

业务子公司卓怡电脑毛利较去年减少0.21亿元；三是服装业务中的怡雅荟公司毛利较去年减

少0.25亿元；四是化工业务毛利率下降0.5%。 

 

 

 

    （3）380分销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401.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35%；业务毛利为31.07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25.43%。380分销平台业务持续稳健增长的原因系平台在流通领域整合战略规划中

不断布局，扩大各省区合资公司联盟体系，其中母婴、家电、日化、酒饮在覆盖行业中利润

贡献较大。同时平台全力推进精细化管理，主导“开源节流”工作，以提高人均产出、优化资

源配置。 

 

 

    （4）连锁加盟平台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平台拥有湖南锦和乐、辽宁金凯达、重庆川渝美妆等优质品牌连锁加盟商。

通过合作发展，连锁商借助怡亚通公司的品牌及商品资源、资金布局、人员团队支持、供应

链与物流服务、金融、营销等增值服务的资源共享得以呈现快速扩张局面，整合终端门店数

量超过8000家，实现将公司上游40万商品品类资源布局社区化，贴近消费者，增强体验感，

提升生活便利性。平台处于建设初期，将加速整合各地区有实力的连锁加盟公司，即整合线

下优质零售加盟企业，扩充终端网络覆盖。 

    （5）物流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物流平台营业收入为5.4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36%；业务毛利为0.99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4%。平台全面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统仓统配能力的建设，形成全国运营

网络，覆盖从国际物流、进口通关、国内仓储、干线运输及城配能力的综合型的物流服务体

系。 

（6）宇商金控平台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宇商金控平台经营成果优异，实现营业总收入及业务毛利均大幅增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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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为5.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69%；业务毛利为3.4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33%，业务发展仍保持强劲趋势，多年经验累积的成熟运用模式及金融科技风控体系的运

用带来业务的创新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

性进行分类列报。本公司及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上期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调整到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为人民币-2,095,707

元。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准则修订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

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开始采用该修订后的准则，上述会计政策变化的主要内容为：本年度财务报

表中，从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的金额为人民币39,213,677元。 

2、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会计估计变更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贷款及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 董事会审批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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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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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91户，减少22户。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国辉 

                                                                 二○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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