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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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分配 2018年半年度利润，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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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109,362.39 4,543,365,702.60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03,978,635.21 3,361,246,145.68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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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4,688.37 109,475,699.79 -72.82 

营业收入 1,138,448,274.21 1,189,110,049.17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036,048.62 129,436,436.30 2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117,018.33 127,683,102.52 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7 3.87 增加1.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4 0.235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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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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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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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36 2,000,54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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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1,964,295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3 1,823,83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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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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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如黛         境内自然人 0.18 1,00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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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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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投资围绕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着力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发展，平稳有序推进

重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效益稳中有增，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预期目标。 

 

锦江汽车 

1、报告期内，锦江汽车圆满完成重要外事接待任务 783 批，圆满完成了市政协会议、2018

瑞银证券全球董事会议、2018两岸台企会议、2018中国国际青少年校园杯足球赛等会务赛事用车

业务。 

2、抓住会务会展、赛事、邮轮以及迪士尼市场机遇，积极扩大市场规模。上半年承接世界技

能组织会议、大学生艺术展演、2018电影节、国家品牌日、世界射箭锦标赛等大型会议、会展、

赛事供车业务等 34 批次，提供车辆服务 500 余辆次；承接盛世公主号、维京太阳号等邮轮接待

17 艘次，提供车辆服务 670 余辆次，服务约 3 万余人次。商务包车总量达到 1791 辆，其中新增

长包车客户 53家，净增长包车业务约 250余辆。迪士尼供车项目经过 2年多的运营，整体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已逐渐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项目。目前，迪士尼供车项目主要包含园区内游客蓝色

巴士接送业务、园区外员工宿舍和酒店接送业务、员工日班和夜班接送业务。上半年，园区内外

共投入车辆 75 辆，总运营 13.2万班次，高峰加班 900 余班次。此外，在迪士尼全球供应商绩效

考核中获得高分，展现了锦江品牌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锦江低温 

1、吴泾公司紧紧围绕冷藏物流转型升级，在提升冷库功能上推进冷藏储存结构调整，加强技

术改造，提升冷库功能开发，针对老冷库仓储存在的短板，逐步改建冷库的库温结构，拓展温度

带范围，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创造条件。在改进服务上积极推行全天候服务模式，努力稳定老客户，

挖掘新客户，改善营销策略，调整客户结构，加大营销力度，确保全面完成经营目标。 

2、新天天公司 2018 年继续拓展餐饮客户，打造集采购、仓配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模式，在

去年餐饮客户的基础上又陆续引进了三家餐饮客户。 

3、锦江低温与锦海捷亚联合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首开自上海杨浦站至成都的冷链运输班列。

该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约 38 小时，比普通铁路货物列车缩短约 22小时，且全程物流的市场价比公

路下降 20%左右，大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4、锦江低温以相关地块收储征收为契机，盘活存量资源。所属尚海公司于报告期内已完成外

马路 1218号以东沿江地块腾让，并移交上海市黄浦区政府有关方面，补偿款 1990万元已到账。 

 



锦海捷亚 

1、着力全球采购营运体系突破，货量统一调配，采购成本统一控制。空海运业务整体货量稳

步提升，集中采购产品日益丰富。 

2、着力信息系统和互联网平台的突破，加速建立行业领先的统一货代系统及配套信息系统。 

3、着力区域集中管理模式突破，不断增强区域管理职责。分公司合同审定、预算管理、资金

管理、人员管理、薪酬管理，由区域公司集中开展。分公司进一步专注销售、客户，轻装上阵。 

  

“互联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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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多家知名网约车平台调研沟通的基础上，上半年，出租公司与其中一家专车平台反复磋

商，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已通过市运管处的审核确认，双方将抓紧推动网约车的实施运

营。 

2、锦江低温公司 2018 年重点维护与优化 WMS 系统的业务模块功能，保证吴泾与吴淞公司正

常使用的同时升级路径地图功能。在企业门户网站中优化了客户交互界面与 APP 定位准确率，并

开发了流量统计引擎，执行数据流量分析。顺利通过企业门户域名的网络公安部备案与国家网络

安全一级等级保护。配合应用当前硬件技术实现了财务系统迁移，解决了年限过长的硬件设备的

风险隐患。 

3、锦海捷亚公司加速建立行业领先的统一货代系统及配套信息系统。统一货代系统项目已正

式启动，目前正在开展系统开发工作，预计 2018年上线。同时，重庆船务内贸集装箱订舱平台和

空运订舱平台系统也在开发阶段，预计 2018年新系统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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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通知》”）。公司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且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附件 1 的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 

根据《通知》的要求，公司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项目列示；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列示；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

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列示；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

他应付款”项目列示；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行项目进

行列报，调整了利润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位置。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会计处理，并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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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