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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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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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930,602.1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7,889,857.51 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86,959,255.39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

现金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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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银星 600753 ST冰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磊 王南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城开中心1

号楼32层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

城开中心1号楼32层 

电话 021-33887070 021-33887070 

电子信箱 nmtianlei123@163.com wndfyx201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聚焦供应链管理，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持续稳定经营。公司通过与

大型国有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扩充贸易品种，主要以煤炭、焦炭、燃料油、钢



材/建材等大宗商品贸易为主。 

   （二）行业情况说明 

    煤炭焦炭行业方面。根据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矿（北京）中国煤炭

产业经济景气指数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煤炭产业总体延续平稳运行的基本态势。根据报

告， 2018 年累计生产煤炭 35.5 亿吨，同比增长 5.2%；累计进口煤炭 2.81 亿吨，同比增长 3.9%。

2018 年煤炭供需平衡前紧后松，全年新增产能约 5000 万吨，产量增长约 2 亿吨；从需求侧看，

煤炭消费增速前高后低，增速趋缓，电力行业是消费增量主要来源。由于黑色系主要属于国内自

主定价的品种，国内宏观环境、产业供需、产业政策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国内外经

济形势，结合煤炭产业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预计 2019 年我国煤炭产业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短期

内难以改变景气度缓慢下行的趋势。 

    焦化行业方面。2018 年焦炭供应总体维持平稳，产量略低于 2017 年。2018 年政府提出“以

钢定焦”具体实施方案，因此 2018 年是焦化供给侧元年，2019-2020 年是实施及攻坚阶段。环保

是促进行业整合的重要手段，从大气污染排放限值，到环保特别排放标准，再到特别排放，焦化

行业的环保标准不断提高。在未来 2 年内，焦化行业的产业优化，还会叠加超低排放倒逼焦企设

备改造等一系列政策，这将大幅增加焦化行业的产能淘汰力度，伴随着环保标准及要求的提高，

符合环保要求的大型焦化企业将进一步发展壮大，而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焦化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焦化行业将完成产业升级，行业集中度也将逐步提高。 

    燃料油方面。燃料油是原油加工过程中，将汽油、煤油、柴油等成分从原油中分离出来后剩

余的产品，也称重油。燃料油粘稠度适中，燃料性能好，发热量大。燃料油除用作船舶动力外，

还广泛用作锅炉、加热炉、冶金炉等工业炉燃料。从燃料油供应来看，2018 年国内炼厂产能平稳

增长，原油加工量增加，不过在燃料油产出率下降和开工率下降的背景下，国内燃料油供应增速

呈现下降。2018 年国产燃料油总商品量 690 万吨，同比增长 32.7%。2018 年整体商品供应量与近

三年相比均有小幅提升。从燃料油需求来看，2018 年中国燃料油的消费同比增速回落。 

    钢材/建材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粗钢产量 92826 万吨，同比增

长 6.6%；钢材产量 110552 万吨，增长 8.5%；钢铁行业实现利润 4704 亿元，同比增长 39.3%。2018

年，我国钢铁行业整体运行平稳，效益大幅增长，基本化解过剩产能。2019 年，我国钢铁业面临

的形势依然严峻，化解过剩产能的压力仍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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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34,050,296.64 219,375,790.03 6.69 206,208,540.34 

营业收入 1,930,315,060.39 346,233,448.05 457.52 30,066,05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930,602.12 18,975,034.87 10.31 2,622,86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390,473.24 10,160,188.32 -27.26 -5,522,74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2,486,082.48 161,555,480.36 12.96 142,580,44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254,462.91 -781,152.43 -12,478.14 -22,040,14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4 0.148 10.81 0.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4 0.148 10.81 0.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17 12.48 减少0.31个百分

点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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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42,709.92 542,163,558.07 463,778,123.07 346,530,66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85,313.52 382,876.84 1,581,000.04 15,081,4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876,057.17 -967,123.16 1,573,500.04 2,908,03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1,963,033.79 118,208,053.33 -129,659,970.77 85,160,4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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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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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地产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40,960,015 32.00 0 质押 40,960,015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豫商集团有限

公司 

0 28,823,378 22.52 0 质押 28,8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杰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0 10,856,592 8.48 0 质押 10,8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雪梅 3,024,600 3,024,600 2.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逆 2,087,755 2,087,755 1.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健 1,099,079 1,099,079 0.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志民 838,800 838,80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东波 631,083 631,083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丽贤 565,303 565,303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淦池 512,100 512,1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庚集团与上述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公司不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

系，也不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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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大宗商品贸易品种由原来的煤炭、焦炭，扩增到燃料油、钢材/建材等品种，

随着贸易品种的扩增，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大幅提升。具体内容参加如下： 

    2018年，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031.51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 158,408.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7.5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3.0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95.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1%。 

    2018 年公司聚焦供应链管理业务，在做大现有焦炭/煤炭贸易业务基础上，丰富大宗商品贸

易品种，推动发展了燃料油及部分钢材/建材业务，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大

幅提升。2018 年公司燃料油事业部开展了石油化工领域的燃料油贸易业务，通过与大型国有企业

合作实现了相当规模的贸易额。同时，公司借助控股股东中庚集团的资源，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中庚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庚汇开展钢材/建材贸易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0.75

亿元；与行业龙头企业伟天化工开展煤炭/焦炭贸易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3.01

亿元。 

公司管理层全力对部分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清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税收法律法

规规定，公司本着规范操作依法合规的基本原则对公司长期挂账的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进行处置。

经公司业务部、财务部人员清查梳理，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鉴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核查，本次核销长期挂账的应收和应付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

用指南的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共190笔合计33,005,651.46元、核销应付款项共661笔合计

12,554,347.37元。随着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公司渐渐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行，未来公司将

更能集中精力提升业绩。 

公司治理方面，2018年底公司顺利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并根据公司发展布局的

需求，新一届董事会选聘出新的经营管理层，全力推动公司发展与转型。 

2018年公司筹备重大资产重组，欲收购地产类项目起帆投资。后因当时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

及重组标的客观情况，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因素，经与中介机构深入讨

论，最终管理层审慎决定终止重组。本次终止重组事项对公司经营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未来公

司将吸取本次重组终止的经验教训，继续以综合研判，审慎转型的态度,坚持内生增长结合外延并

购的方式推进公司发展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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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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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福州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上海戎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广东星鸿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1% 

宁波星庚凯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