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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2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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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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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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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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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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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略 高翔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2

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2

号 

电话 0991-3792613 0991-3792613 

电子信箱 xjts@xjtsscm.com xjts@xjtssc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大宗货物和大件货物的第三方物流业务，公司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从方案设计、

采购、仓储、运输、结算、质押监管等一系列综合型供应链服务，业务范围涵盖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经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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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金融监管。为能源、建材、钢铁、农业、采矿等行业提供专业化、一站式服务。公司主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三方物流 

公司通过整合物流各环节的服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个性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包括车辆资源的调配管理，物流方案

的规划与设计，仓储、运输、装卸、搬运、配送等物流作业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同时，公司利用信息化综合物流管理

系统，将物流活动过程中的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储存、整理、分析和使用。 

2、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是利用公司为各类企业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有利条件，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掌握各种上下游企

业供需要求的基础上，（1）先行“形式买断”供应商的商品，然后根据实际采购方的要求，①将货物直接按照采购方的需求

进度及时向其运送交付，从而为采购方提供原材料采购和物流的一揽子方案，有利于采购方的库存管理和物流管理，同时也

为供货方拓展销售渠道，提供增值服务；②在实际采购方先行预付总货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履约保证金的前提下，根据采

购方每月的采购、提货和销售计划，通过公司自身物流网络配送至公司仓库或公司监管仓库，在客户下达提货通知并另行交

付相应货款后，按客户指令进行拣货配送，这将为采购方提供原材料采购、物流和商业信用的全方位增值服务；（2）公司

为客户提供综合型供应链服务时，在为客户提供第三方物流、物流园区经营等业务的同时，亦可为部分业务量大、信誉好的

客户提供供应链管理资金结算配套服务。公司在拥有货物质押监管权并通过物流或仓储等服务环节对货物保持控制权的基础

上，公司作为代理采购服务商可为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客户在代理采购期间向其供应商支付一定额度的代理采购款；或者作

为代理销售服务商可为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客户在代理销售期间，向其支付一定额度的代理销售款。 

供应链管理业务解决了客户因资金或储存等条件的约束而无法采购需要数量的原材料和供应商不愿意代客户压库或赊销的

问题，使客户摆脱了流动资金不足的困扰，而供应商也无需为产品的存储和货款的回收所困扰。与传统的物流业务相比，供

应链管理在提供物流配送服务的同时，还可以提供采购、结算、信息咨询服务；而与传统的销售贸易业务相比，供应链管理

业务一般不会保有大量存货，降低了存货毁损、灭失的风险，降低了存货持有成本，真正实现了三方的共赢。 

3、物流园区经营 

公司物流园区除可以提供仓储、仓库租赁、堆场等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园区的积聚功能，拓展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并为供

应链管理业务及物流金融监管业务提供仓储监管支撑。公司物流园区设有监管库、仓储库、租赁库和堆场，其主要作用如下：  

（1）监管库：公司为供应链管理和合作银行开展物流金融监管业务提供监管服务的仓库；  

（2）仓储库：按服务天数和仓储物资数量收取仓储费的仓库；  

（3）租赁库：较长时间的租给客户，按月收取租金，租金根据仓库面积决定。 

此外，公司物流园区同时还提供物业管理、结算、网站建设、网络设施维护、信息咨询和交易平台等配套增值服务。 

4、物流金融监管  

客户将货物存放到公司仓库或公司监管仓库，凭仓单向银行申请借款，可以提高客户的融资能力和资金利用效率，公司同时

可向客户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仓储服务和监管服务。 为客户提供物流金融监管服务是综合型供应链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作为银行建立监控体系及信用体系的中转站，通过仓单质押，实施现代物流增值服务。公司物流金融监管业务的开展，

有效的利用了公司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和仓储功能，与金融机构合作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缓

解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想贷不敢贷、想借借不到”的困难，解决供应链的资金瓶颈，保证供应链的畅通，达到多方共赢的目

的。 

（二）行业情况 

1、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服务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物流业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7月下发的《“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的通知中确立了以

“互联网+”高效物流行业管理的政策体系；形成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开放共享、合作共赢、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智慧物

流生态体系及物流信息互联共享体系，促进物流信息平台协同化，加强综合运输信息以及物流资源交易、车货匹配、安全监

管等信息平台建设，推动平台之间数据对接、信息互联，实现物流活动全程监测预警、实时跟踪查询。有效降低运输载具空

驶率，为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提供平台支撑。随着变革步伐的加快，国内物流业呈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1）近年来货运物流市场涌现出了“无车承运人”的新运营模式，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货运物流行业深度融合，无车承运

人依托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搭建物流信息平台，通过管理和组织模式的创新，集约整合和科学调度车辆、站场、货源等零散物

流资源，能够有效提升运输组织效率，优化物流市场格局，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推动货运物流行业转型升级。借助无车

承运人试点政策的实施，推进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现物流业“降本增效”，必将是第三方物流发展的趋势。 

（2）供应链管理发展趋向：用供应链管理的思想，整合企业上下游的产业，以中心制造厂商为核心，将产业上游供应商、

产业下游经销商（客户）、物流运输商及服务商、零售商以及往来银行进行整合，构成一个以供应链协同为核心的信息系统，

消除供应链网络上不必要的运作和消耗。运用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使资源在供应链网

络上合理流动以缩短交货周期，降低库存，提高企业对市场和最终顾客需求的响应速度，加强信息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3）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现代物流业不断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的技术，实现质的飞跃，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网络应用快速普及和物流信息系统运作渐入佳境，物流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具备一套技术

架构先进、功能层次分明、高效协同的信息技术系统是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必要条件。 

（4）物流园区趋向：物流园区作为重要的物流基础设施，具有功能集成、设施共享、用地节约的优势。在重要物流节点和

物流集散地规划建设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园区），推动仓储设施从传统结构向网格结构升级，建立智能仓储系统，实

现存、取、管全程智能化的仓储管理体系。 

公司是新疆物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物流龙头企业，主要从事于大宗货物和大件货物的第三方物流及多式联运业务，并提供相

应的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经营及物流金融监管等服务，为客户提供包括供应链方案设计、物流、供应链流程管理、仓储、

采购、分销、物流金融监管等在内的专业化、一站式的综合型供应链服务。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了“2016年度全国先进物流

企业”的称号，并于2017年3月入选“自治区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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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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549,905,675.25 487,018,082.64 12.91% 557,636,39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34,755.49 32,729,102.85 8.27% 32,384,3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57,070.63 29,087,852.41 -14.89% 32,283,56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91,759.63 45,757,662.06 -168.39% -54,580,39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0 0.58 -8.62%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0 0.58 -8.62%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3% 12.73% -2.60% 14.0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653,091,788.20 504,498,022.23 29.45% 467,453,62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1,928,498.70 270,278,919.88 52.41% 243,960,763.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8,656,074.43 139,123,925.09 137,025,767.39 175,099,90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2,947.42 10,890,146.94 10,174,859.99 10,616,80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0,134.89 7,073,887.55 3,969,764.72 9,953,28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20,845.70 -27,936,036.43 -64,224,717.16 -31,291,7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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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7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35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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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天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9% 33,600,000 33,600,000   

皖江（芜湖）物

流产业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3% 4,500,000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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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限合伙） 

王普宇 境内自然人 4.30% 3,210,000 3,210,000 质押 3,210,000 

海通开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2% 3,000,000 3,000,000   

白炳辉 境内自然人 3.35% 2,500,000 2,500,000   

赵素菲 境内自然人 2.68% 2,000,000 2,000,000   

王略 境内自然人 2.28% 1,700,000 1,700,000   

朱希良 境内自然人 2.01% 1,500,000 1,500,000   

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人 2.01% 1,500,000 1,500,000   

辛幸明 境内自然人 1.07% 800,000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普宇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普宇持有新疆天

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13%的股权，是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王略是本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王略持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的股权。除此以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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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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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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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管理为基础，以信息为核心，努力搭建现代化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的工作思路，依托“一带

一路”国家政策，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一）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19号）

核准，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成功上市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第三方物流为基础，以物流园区为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巩固核心业

务的竞争优势。2016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5.49亿元，较上年增长12.91%，实现净利润3574.14万元，较上年增长9.49%。 

1、第三方物流业务板块 

第三方物流业务板块全年完成营运收入4.22亿元。面对疆内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市场开拓困难、竞争激烈等不利影响，公司

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加强信用体系与品牌建设，巩固与客户合作关系。通过供应链物流信息平台，提高运行效率，为客户降

低成本，通过实现双赢，赢得客户的信赖。 

2、供应链业务板块 

公司以客户为核心，为其量身定制供应链解决方案，包括提供采购、运输、仓储、销售、结算等一揽子供应链综合服务。通

过供应链管理服务，使客户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业的同时，有效降低其整体运营成本。同时天顺股份通过整合客户供应链环

节，为客户提供了高附加值的服务、增加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的客户的黏性。2016年公司供应链业务发展较快，实现营

业收入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6.09% 

3、物流园区板块 

2016年，物流园区实现营业收入571.66万元，公司与园区客户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做好客户服务的同时，始终将安全

作为管理重点，认真排查隐患和缺陷，确保园区安全经营。 

（三）积极申请无车承运人试点，加快开发物流信息公共平台 

公司已成功入选全国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借助公司丰富的承运经验和客户数据信息，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搭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物流信息公共平台，通过管理和组织模式的创新，不断提升运营效率。 

2016年，公司通过自主研发获得了三项国家软件著作权，分别是：“天顺公共物流信息平台软件V1.0”、“天顺公共物流信息

平台客户端软件-手机版V1.0”、“天顺代理支付系统V1.0”，迄今为止公司共获得了9项软件著作权，是新疆物流行业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的领先者。 

（四）全面提升内部信息化管理水平 

2016年公司在现有的内部信息管理系统基础上，通过引进金蝶EAS系统，全面升级财务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行政

办公管理系统。同时对公司自主研发的物流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与EAS系统的互联互通，增强风险防控体系，极

大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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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物流 422,114,957.60 63,208,160.19 14.97% -6.58% -15.62% -9.67% 

供应链管理 119,865,697.51 5,500,005.22 4.59% 356.09% 18.41% -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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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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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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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天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奇台县天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55%）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79.68%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576 至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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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84.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收入增长幅度较大，预计收入同比增幅超过 70%，主要原因为（1）同

比合并范围增加，致使第三物流收入增幅超过 20%；（2）供应链管理收入

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同比增幅超过 13 倍。2、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20%，

主要原因为银行贷款减少所致。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63%，主要原因

为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王普宇 

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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