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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19-009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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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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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彦臣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王向阳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

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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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550,065,4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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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控股 股票代码 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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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勉 谭卫 

办公地址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 号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 号 

传真 0518-85150105 0518-85150105 

电话 0518-85153595 0518-85153567 

电子信箱 ydkg@grand-holding.cn ydkg@grand-holding.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营的企业，核心经营主体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远大物产主要从事

大宗商品贸易、出口、仓储物流等业务，其中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主要品类为石油化工、能源化工、金属、

农产品、橡胶等；出口业务的主要品类为日用品、小型机电产品等；仓储物流业务主要以大宗商品的仓储

为主，同时提供报关报检、短途配送等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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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物产在大宗商品贸易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从传统的现货贸易商发展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商，

逐步形成期现结合的商业模式，即以大宗商品现货为基础，以期货工具为手段，通过期现货有效结合，规

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增强客户粘性，拓展销售渠道，并为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价值服务，获取商业利润。 

2018年，中国经济处在去杠杆和去产能的周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绝对值尽管位于全球较高水平，但

仍处于下行趋势中。而国际局势方面，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美元资本回流、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等

全球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使得全球经济除美国一枝独秀外都相对低迷。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上游资源的集中度不断加强，各行业利润都在向上游资源移动，这对于贸易行业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尽

管远大物产在贸易行业拥有较好的市场地位，但在日常经营上也将面对较大的压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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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66,026.92 101,525.28 -34.97% 75,75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67 -192.64 124.75% 39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18 -275.44 -1.72% 1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1.08 -438.23 -146.69% 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2 125.00%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2 125.00%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7.09% 8.95% 19.0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6,956.39 9,004.97 -22.75% 12,33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85.34 2,553.2 1.26% 2,834.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773.54 16,286.85 17,028.63 17,9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 -7.99 61.69 2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8 -72.08 -47.13 -13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7.24 -125.41 -28.44 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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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29,406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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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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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大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9% 209,522,100 59,351,400 质押 150,100,000 

连云港金控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85% 87,161,400 0   

宁波至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17,316,930 17,316,930 质押 17,316,930 

金波 境内自然人 2.18% 12,007,534 12,007,534 质押 5,074,518 

吴向东 境内自然人 1.96% 10,780,604 10,780,604 质押 6,174,576 

许强 境内自然人 1.85% 10,191,677 10,191,677 质押 9,904,446 

石浙明 境内自然人 1.47% 8,110,936 8,097,736 质押 3,422,181 

王开红 境内自然人 1.12% 6,183,727 6,183,727 质押 5,995,882 

许朝阳 境内自然人 1.04% 5,742,031 5,742,031 质押 5,654,674 

夏祥敏 境内自然人 0.80% 4,416,946 4,416,946 质押 1,866,6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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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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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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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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受国内宏观调控去杠杆紧货币和中美贸易战升级等不利因素影响，公

司主营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低迷，价格总体较上一年度呈现小幅下降通道中的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

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减少。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0.2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97%；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66.95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截至2018年底，公司资产总额为69.56亿元，

较上年末减少22.7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5.8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26%。 

报告期内，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公司核心经营主体远大物产充分利用多年积累所形成的企业优势，

积极拓展上下游渠道，并不断优化经营模式，注重控制经营风险，对各业务单元进行整合和系统的梳理，

明确各业务单元的定位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打造，精简效率不高或者发展方向不明确的业务及品种，在保持

高效率的同时，将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向有优势的业务方向倾斜，把握住了2018下半年度的市场机会。同

时，通过加强集团化管理，出台多项内部协同措施，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在2018年下半年成功扭转上半年

的经营颓势，全年度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既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根据业务规模、业务模式及预期业

务时间，对2018年度的外汇资产、负债的净敞口实现统一管理，通过外汇衍生品的使用，实现外汇风险对

冲，通过业务及财务的高效联动，在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通过风险对冲，实现外汇

保值增值。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分享大宗商品产业链价值，不断探寻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以参股、控股或

资产管理等形式的产业链延伸投资机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上海天远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农产品贸易，上海生

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1050万元，占出资额的35%。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不同业务板块，进一步完善优化相关的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激励体系，在做好新

的人才引进和员工招聘的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加强人才队伍梯队建设，统一企业文化。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技术中心根据业务与管理部门提出的信息化需求，对已启用多年的ERP管理系统

进行深度调研并制定出具体解决方案，初步完成了公司未来三年的信息系统改造升级设计蓝图，计划在

2019年开始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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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塑胶类商品贸易 10,731,683,090.56 123,473,522.00 1.15% -54.33% -48.19% 0.14% 

液化类商品贸易 27,218,767,344.26 236,008,741.41 0.87% -25.21% 23.26%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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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类商品贸易 17,096,353,477.90 19,605,392.38 0.11% -44.30% -78.77% -0.19% 

其他类商品贸易 6,817,040,977.27 126,132,935.62 1.85% -1.04% -14.9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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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万元） 6,602,691.60 10,152,528.10 -34.97% 

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主营

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低迷，价格总体较上一年度呈

现小幅下降通道中的大幅波动，同时受制于整体金融资

源的紧缩，公司主要经营品种销量同比下降，一定程度

上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成本（万元） 6,554,643.79 10,085,307.70 -35.01% 

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主营

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低迷，价格总体较上一年度呈

现小幅下降通道中的大幅波动，同时受制于整体金融资

源的紧缩，公司主要经营品种销量同比下降，一定程度

上导致公司销售成本同比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4,766.95 -19,263.77 124.75% 

主要原因是由于20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70%的子公司远大石化有限公司涉嫌操

纵期货市场案，计提了较大金额的预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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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2018 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根据财

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

报。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12,155,211.98    

应收账款 793,731,945.43  42,158.6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05,887,157.41  42,158.62 

应收利息 12,445,106.97  51,777.00  

其他应收款 251,320,563.02 263,765,669.99 6,650.00 58,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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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696,856,120.00    

应付账款 3,021,465,350.28  11,836.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718,321,470.28  11,836.00 

应付利息 4,859,515.17    

应付股利 1,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43,629,423.01 49,488,938.18 2,878,897.24 2,878,897.24 

 

（2）2015 年11月26日，财政部发布了《商品期货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5〕18 号），

自 2016年1月1日开始执行。按文件规定，企业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业务，可以选择执行此规定或《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为了更加合理的体现公司的期货业务及风险管理，本公司自 2018 年1月

1日起选择执行《商品期货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5〕18 号）。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8 年3月27日召开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商品期货套期业

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5〕18 号）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进行

追溯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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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38户，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子公司2

户、减少子公司1户；详见下列明细： 

（1）报告期，新设子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报告期营业收入 
报告期 

净利润 

重庆若朴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重庆 2018年03月27日 3亿元人民币   

香港道融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2018年10月09日 1500万美元 33,219,300.38 101,395.62 

 

（2）报告期，清算子公司 

公司名称 清算结束时间 清算损益 
期初至清算结束日 

营业收入 

期初至清算结束日 

净利润 

上海奥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45,486.69 122,179.47 -2,653,634.19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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