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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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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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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 年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328,062,008.77 元，加本年净利润

111,364,923.99 元，减 2016 年内发放的 2015 年度现金股利 137,902,526.75 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301,524,406.01 元。 

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6 年末总股本 551,610,1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2.50 元（含税，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分配现金股利总额为 137,902,526.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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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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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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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3218800 (021)63218800 

电子信箱 shenyun@jjtz.com zhangjun@jjtz.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主要经营以下几项业务： 

1、主要业务：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经营包括车辆营运业务、汽车销售业务和低温物流业务，参

股的锦海捷亚主要经营国际货代业务，参股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运站有限公司经营仓储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1）车辆营运业务方面，公司所属锦江出租公司、锦江外事公司和锦江商旅公司提供出租汽车和

商务租赁等各类服务，公司出租车、租赁车、旅游车等各类车辆约 1 万辆，是上海市综合接待能

力最强的汽车租赁服务企业之一。 

（2）汽车销售业务方面，公司在上海市吴中路 100 号投资建设了“锦江汽车服务中心”，汇集了通

用、大众、丰田和日产等品牌的 4S 店，提供汽车销售、保养和维修等综合配套服务，以初步显现

集聚效应。 

（3）低温物流方面，本公司拥有自有和租赁冷库规模超过 12 万吨，具有较强的冷藏和低温配送

能力。 

 

3、行业情况： 

（1）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市场对汽车营运及相关业务、物流相关服务及汽车销售及维修服

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上海正在进行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将服务业定位重点产业，“大虹桥”、“迪士

尼”等重点项目的推进，将为本公司的核心业务发展创造大量机遇。 

（2）随着中国推进“一路一带”战略，以及上海重点打造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国际贸

易等“四个中心”和“自由贸易区”等项目，为物流产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本公司下属的常温、低

温等物流业务将由此受益。 

（3）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渠道的崛起对传统汽车服务营运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传统汽车服务营运

商拥有线下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互联网+”，稳步布局网上业务发展，将成为本领域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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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464,716,658.60 4,988,226,574.19 -10.49 3,447,654,728.40 

营业收入 2,356,275,247.60 2,228,840,641.48 5.72 2,182,159,92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7,005,061.61 221,610,264.96 6.95 214,211,89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5,946,793.87 190,975,232.16 18.31 187,607,49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254,008,838.12 3,480,696,482.27 -6.51 2,324,867,37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1,234,873.97 331,565,171.32 -18.20 339,355,01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0 0.402 6.97 0.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04 7.65 减少0.61个

百分点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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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86,620.72 558,617,044.56 573,814,381.94 637,657,20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340,501.84 78,500,781.08 50,159,906.13 59,003,87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162,903.89 78,810,121.87 42,499,434.43 55,474,33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752,430.36 85,391,858.10 94,386,714.76 80,703,8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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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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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12,586,460 38.54   无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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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0,295 4,270,295 0.77   未知  其他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 

公司 

  3,761,493 0.68   无  国有 

法人 

NORGES BANK -571,102 2,232,186 0.40   未知  境外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 -1,944,103 1,958,291 0.36   未知  其他 



组合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285,284 1,787,832 0.32   未知  境外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784,318 1,784,318 0.32   未知  其他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224,310 1,711,010 0.31   未知  境外 

法人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工会） 

  1,600,000 0.29   无  国有 

法人 

DEBORAH WANG 

LIN 

  1,300,000 0.24   未知  境外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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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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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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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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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6 亿元，同比上升 5.7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7 亿元，同比

上升 6.95%。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和股东大会的要求，稳定有序的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呈现

稳中有升的态势。 

锦江汽车 

1、报告期内，锦江汽车圆满完成了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 贸易部长会议、二十国集团

青年会议及峰会期间顺访上海的国宾接待供车保障任务。以此为契机，锦江汽车积极拓展国宾接

待、会务会展、邮轮接待等高端、集群性服务市场，承接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届理事会年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部长会议、第 28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

业家咨询会、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活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英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第四次会议等重大会务接待。截止报告期末，锦江汽车完成各类国宾接待 1109 批次，完成

大型会务、会展 540 余批次。 

2、抓住迪士尼以及邮轮市场机遇，积极扩大市场规模。锦江汽车公司为迪士尼园区提供班车 40

辆；提供邮轮用车业务 1088 辆次，接待涉外邮轮 30 艘次，服务游客 4 万余人次，居上海邮轮接

待领先地位。商务包车总量达到 1531 辆，其中新增商务租赁长包车 168 辆，净增客户 100 余家。 

锦江低温 

1、打造全程供应链模式。在锦江低温统一运作平台上开展配销业务，积极组织定向采购及尝试为

下游客户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根据客户需求，以物流服务链为支撑，打造集食品进口、报关、

报检、仓储、配送为一体的全程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切实推进公司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步伐。 

2、发展连锁餐饮共同配送。锦江低温所属新天天公司以发展连锁餐饮配送为重点，抓住上海迪士

尼开园时机，挖掘市场潜力，扩大经营规模，打造连锁餐饮共同配送。现仓配一体客户已占新天



天公司总客户的 61.2%。  

锦海捷亚 

1、通过加深与主要海外代理的合作、整合货源集中采购、从代理指定货客户中发展新业务等多种

方式，积聚业务量，为争取与航空公司及船运公司的议价空间创造有利条件。 

2、克服“韩进”破产影响，及时应对业务风险。做到运单货物妥善处置，没有发生丢箱和客户追偿

情况，无债权申报事项。在与其他船公司保持业务平稳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公司整合船东及客户

资源，集中签订船公司协议，推动公司产品规模化。 

3、推进中国邮政空运出口合作项目、扩大合作规模。参与中国邮政年度采购项目招标，增加中标

的分公司数量；增加合作服务航线，使该项目的业务量迅速增长。2016 年度该业务的营业收入比

2015 年度增长 700%。 

4、坚持大型直接客户开发。在稳定原有大客户的基础上，在芯片、机械制造行业、汽车行业、轻

纺行业等领域开发出一批新的大客户，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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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

商营销、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锦江汽车与锦江国际电子商

务平台的订车业务达 2974 笔，其中，商务租赁车 633 笔，旅游大客车 1911 笔，出租面包车 430

笔，96961 调度平台承接叫车服务 21.2 万余差次。 

锦江低温公司继续完善吴泾、吴淞、锦恒三家企业的冷库仓储 WMS 信息管理平台，改善客户体

验，实现了集成数据交互功能。客户可随时通过 WEB 数据网站，查询物品出入库明细情况。 

锦海捷亚公司积极探索和尝试电商跨境业务，与多家网络平台企业合作，在商家发货、集货拼箱

仓库、海关通关、国际运输等环节提供进出口业务配套服务。 

积极优化资源配置。 

完成收购锦江低温 49%股权，锦江低温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完成收购新天天公司 30%股权，新

天天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收购有利于本集团进一步整合旗下低温物流资源，打造全

物流产业链，为整合和发展壮大物流业务打好基础。 

完成收购 42 块具备省际运营资质的牌照额度，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车辆运营规模，保

持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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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的锦江汽车根据出租车过往的实际使用寿命、实际损耗情况及实际净残值，结合出租

车运营市场的宏观环境，对出租车的预计使用年限及预计残值率进行评估，并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将出租车的预计使用年限由 4 年调整为 5 年，预计残值率由 10%调整为 5%。 

 

上述出租车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的改变为一项会计估计变更。本公司对该项会计估计变更采

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无影

响。经测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的税前影响额为 13,848,475.89 元，低于

本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总额的 5%，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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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发生如下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人民币元 

被合并

方名称 

企业合

并中取

得的权

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

定依据 

合并当期期

初至合并日

被合并方的

收入 

合并当期期

初至合并日

被合并方的

净利润 

比较期间 

被合并方的收

入 

比较期间 

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上海新

天天低

温物流

有限公

司 

30% 

合并日前后新天

天均由本集团最

终控股股东锦江

国际最终控制 

2016 年

11 月 30

日 

股权交割完

成，本公司

对新天天持

股 比 例 由

33%上升至

63%，形成

实际控制 

35,352,477.82 -528,588.38 37,460,864.73 -23,961.92 

 

其他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参见本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中财务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