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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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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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邦股份 60305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缪衍 韩爽 

电话 021-39288106 021-3928810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

316号1幢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

316号1幢 

电子信箱 ir@deppon.com ir@depp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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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4,307,735.81 8,220,804,430.63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920,555,881.78 4,027,258,875.37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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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07,325.41 906,960,776.37 -75.39 

营业收入 11,892,069,757.98 10,194,570,268.08 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497,006.41 306,769,434.23 -6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30,032.21 200,469,804.40 -9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9 8.58 减少5.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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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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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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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德邦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99 691,075,961 691,075,961 
质

押 
90,000,000 

崔维星 境内自然人 4.48 43,009,184 43,009,184 
质

押 
27,8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佳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

诚致鑫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98 28,594,583 0 无 0 

中金佳泰（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39 13,310,440 0 无 0 

苏州钟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1.34 12,830,612 0 无 0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9 10,421,092 0 无 0 



香港上海汇丰银

行有限公司 
其他 1.00 9,599,977 0 无 0 

苏州钟鼎创业二

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0.90 8,600,000 0 无 0 

郭续长 境内自然人 0.86 8,256,000 8,256,000 
质

押 
8,256,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四组合 
其他 0.80 7,689,49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第一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系股东崔维星控制的公司；（2）中金佳泰（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金佳泰”）为宁波诚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宁波诚致鑫鼎”）的有限合伙人，且中金佳泰同

一核心管理团队设立的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为宁波诚致鑫鼎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佳瑞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及二者出具的一致行动声明，中金佳泰与宁波诚致鑫

鼎为一致行动人；（3）昆山海峡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昆山海峡”）为宁波诚致鑫鼎的有限合伙人，且

昆山海峡为宁波诚致鑫鼎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佳瑞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二者出具的一致行动说明，昆山海峡与宁波诚致鑫鼎为

一致行动人；（4）根据股东出具的一致行动声明，苏州钟

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苏州钟鼎创业二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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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处于业务结构调整阶段，毛利率有待修复 

 业务收入结构：公司收入主要由快运和快递两大块业务构成，报告期内快递及快运业务的收

入占总收入比重为 98.12%。公司以快运业务起家，2013 年战略转型开展快递业务，2018 年

正式全面发力大件快递业务，目前快递业务保持较为高速的增长，2018年快递业务营收已超

越快运业务，本报告期末快递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已提升至 56.14%。 

 业务发展阶段：快运业务为公司的成熟业务，毛利率较为稳定。快递业务为公司的新业务，

目前处于成长期，毛利率水平较低，随着其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不断提升，短期内将对公司

整体毛利率水平造成一定影响。快递业务具备一定的规模效益，伴随收入规模不断提升，规

模效益逐步突显，毛利率当前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因此，在一段期间内，公司整体毛利率

随着快递收入占比提升有所下滑，但随着快递业务规模效益的逐步显现，毛利率有望逐步修

复。若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加剧、同行价格战进一步升级，则将减缓快递毛利率提升的速度。 

 公司经营策略：物流行业是规模效益较为显著的行业，由于人力成本占比较高，以及时效和

装载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快递这一细分领域对规模的需求更为明显。公司当前快递整体

单量相对同行偏小，因此公司当前主要战略方向仍然是尽力提高快递业务量，增加市场份额，

使分摊到单个包裹上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经营概览 

 财务状况：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83.84 亿元，较年初上升 1.99%。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21 亿元，较年初下降 2.65%。资产负债率 53.24%，较年初上升 2.23个百分点，

公司整体偿债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稳健。 

 营收情况：2019年上半年收入 118.92亿，同比增长 16.65%，其中：（1）快递业务营业收入

为 66.77 亿元，同比增长 49.86%，高于行业 23.70%的平均增速；（2）快运业务营业收入为

49.92亿元，同比下降 9.70%；（3）其他业务营业收入为 2.23亿元，同比增长 5.86%。 

 

（人民币亿元）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 

各块业务营收情况    

快递业务营收 66.77 44.55 49.86 

快运业务营收 49.92 55.28 -9.70 

其他业务营收 2.23 2.11 5.86 

合计 118.92 101.95 16.65 

注：数据已经四舍五入计算。 
 



 成本/费用情况：（1）2019年上半年营业成本 106.54亿，同比增长 22.35%，根据公司上半年

策略，公司加大了人力、运力的投入，以提升全链路时效及客户体验，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吸引客户、提高收入增速。分拣设备的逐步投入使用增加了折旧摊销费用。（2）2019年上半

年期间费用 11.99 亿，同比增长 2.16%，但其占收入比重同比下降 1.43个百分点，主要由于

前期持续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带来了后端管理效率的逐步提升。 

 盈利情况：（1）2019年上半年，公司取得毛利润 12.38亿元，同比下降 16.72%，毛利率 10.41%，

同比下降 4.17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毛利润 4.69亿，同比下降 27.20%，毛利率 8.57%，

同比下降 5.14 个百分点；二季度毛利润 7.68 亿，同比下降 8.70%，毛利率 11.98%，同比下

降 3.35个百分点；（2）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5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65.61%。 

 

（3）快递业务 

 快递业务营收情况：大件快递业务较普通小件快递业务，更加注重末端收、派环节的服务品

质。在此方面，公司持续优化网络，改善服务质量，逐步获得市场的认可，业务量稳步提升。

2019年上半年，实现快递收入 66.77 亿，同比增长 49.86%，快递件量 2.36 亿票，同比增长

35.79%，票均单价为 28.34 元，同比增长 10.36%，主要由于 2018 年下半年快递业务推出的

新产品“360特重件”，货物的平均重量增加，整体收入结构变化所致。 

 

（4）快运业务 

 快运业务营收情况：受到市场竞争环境加剧、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等因素影响，2019年上

半年，快运业务营业收入 49.92 亿，同比下降 9.70%。其中，一季度营业收入 23.38 亿，同

比下降 12.18%，二季度营业收入 26.54 亿，同比下降 7.39%，主要为快递“360 特重件”对

快运收入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在二季度逐渐收窄。随着快运、快递产品分层逐步完成，快

运收入下滑呈现逐步收窄的趋势。 

 

（5）其他业务 

 其他业务情况：主要为仓储与供应链业务。公司推出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多样

化、定制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以增加客户粘性。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拥有 82个仓

库，仓库总面积 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1%。 

仓储与供应链可能成为公司未来长期增长的机会点，目前处于业务验证和产品创新阶段，

营业收入占总营收比例较小。当前，新业务整体发展趋势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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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次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该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可比期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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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