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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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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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712,845.39 4,510,811,930.06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2,837,819.43 3,242,861,495.5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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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29,376.32 29,754,688.37 317.51 

营业收入 1,193,937,728.91 1,138,448,274.21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195,072.01 162,036,048.62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002,599.93 131,117,018.33 6.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4.87 减少0.0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4 0.29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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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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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名为 “上海锦江资

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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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53 2,919,041 -  未知 -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40 2,232,186 -  未知 -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5 1,943,267 -  未知 -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1 1,71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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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 1,618,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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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永光 境内自然人 0.24 1,311,308 -  未知 -  

DEBORAH WANG LIN 境外自然人 0.24 1,3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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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

名为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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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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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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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锦江汽车圆满完成重要外事接待任务 600 余批。抓住会务会展、赛事、邮轮以及

迪士尼市场机遇，不断扩大市场规模。上半年度，会务会展赛事供车业务市场增长趋势良好。先

后承接了华交会、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二十周年庆典、第十九届国际液化天然气大会、中国联通

大会、“世界执行大会”、“十三届二次政协会议”、“F1 大奖赛”、“第二届国家品牌日”、陆家嘴论

坛等供车业务 1300 余批次，提供服务车辆近 1800 辆次。在抵沪邮轮旅游用车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承接了银音号、威斯特丹号、蓝宝石公主号、玛丽女王号等邮轮 26 艘次，提供车辆服务 950 余辆

次，同比增长 41.3%。商务长包车总数达到 1800 余辆次，比 2018 年末略有增长。公司现有迪士

尼班车业务 51 辆，其中园区内蓝色巴士 40 辆，员工班车黄色巴士 11 辆，班车业务有所减缩。 

 

锦江低温 

1、吴泾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稳中有进，库房利用率逐步回升，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进一步

企稳向好。吴泾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提升包库业务比重。业务部门积极主动引导原有的零租

客户转向包库运作，上半年包库面积同比增加 70%左右，库房综合利用率从去年同期的 60%上升

到 85%。 

2、由于原租赁物业业主经营调整，不再续签办公楼、冷库及干货库等物业租赁合同，新天天

公司整体搬迁至吴淞罗吉厂区。搬迁补偿费用 1579.56 万元已到账。目前，新天天公司已搬迁完

毕，正积极恢复生产。新天天公司将坚持仓配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模式，本次搬迁，保留了所有

餐饮客户及大部分仓配一体化的客户。 



 

锦海捷亚 

1、直面困境，稳定业务。锦海捷亚各区域公司全力应对中美贸易争端造成的货量滑坡，抓好

现有业务和客户的稳定，同时果断采取措施，开拓新市场、新客户和新服务。 

2、集中采购成效逐步显现。通过设立全球采购营运委员会，充分调动和发挥锦海捷亚网络和

平台优势，运用“集中资源、后台整合”方式，加强各业务板块在条线上的联营、联动，实现降低

空海运业务采购成本，增加业务收入的目标。 

3、推进中国海关认证（AEO 高级认证），为业务发展增加竞争力。2019 年 5 月锦海捷亚总部

已正式向上海浦东海关提出正式 AEO 一般认证申请，现等待海关安排人员现场预审核及正式审

核。所属重庆物流公司因重庆关区关检合并暂停接受认证申请，计划在恢复后立即提交 AEO 高级

认证申请。 

 

“互联网+” 

1、锦江汽车主动适应传统客运行业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趋势，不断探索网约车合作新模式

并迈出平台合作经营步伐。秉着“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理念，设立网约车项目专属机构，并统

筹资源，以优惠价格购置新能源车辆，配备符合网约车资质驾驶员，分别投入第三方平台开展网

约车服务，在试运营过程中不断完善网约车业态管理制度和司机 KPI 考核等，为下一步转型发展

积累经验。 

2、锦江低温公司重点提升与优化 WMS 信息管理平台的运行效率，建立合理化运维机制，实

施人员的专业分工，保证各所属企业 WMS 仓储与车辆业务稳定运行。配合新天天搬迁并实施建

立吴淞服务器机房，安全迁移综合性门户网站与财务系统。 

3、锦海捷亚公司加速推进统一货代系统及配套信息系统 OFM 项目建设。2019 年 4 月 OFM

项目上海空运出口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下半年将进一步对空运出口系统持续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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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

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

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分类。权益工具投资

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允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

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在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以及特定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

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确认信用损失准备，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

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

加，信用损失准备按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本公司对

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经董事会会议批准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财务报表列报格式 

本公司按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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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 6 号文件”)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财会 6 号文件对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新增

了“专项储备”项目，同时明确或修订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递延收益”、“其他权益工具”、

“研发费用”、“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行目的列报内容，调整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列示位置。在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了

“专项储备”项目，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列报内容。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

变更，本公司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经董事会会议批准上述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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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