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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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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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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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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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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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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应链管理业务，公司现已形成了为客户提供包括供应链设计、供应链管

理、仓储、采购、分销在内的一站式与专业化供应链服务模式。业务范围涵盖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经营及物

流金融监管等方面。公司主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三方物流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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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延伸产业链，为上下游企业搭建桥梁，专注于为核心企业提供采购、运输、仓储、销售等一揽子

业务活动，让合作伙伴专注于核心业务，实现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及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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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业情况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物流供应链服务行业将会向一体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方向。物流供应链企业将利用采购和分销渠

道，整合运输、仓储等物流和加工资源，并通过供应链金融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物流供应链服务，实现上下游企业对

服务商的依赖，同时通过对物流、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的控制和运作，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运营。现阶段大宗物流供应链行

业，市场容量大，市场参与者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宏观经济波动、供给侧改革、生产企业兼并重组等各方面因素均会推

动推动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大宗物流供应链业务将向资金实力雄厚、配套物流体系完善、一体化服务能力强的大企业集

中，龙头企业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将会快速提升。 

此外，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首个专门针对供应链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推进供应链发展与布局，有利于国内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意

见》的出台为供应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供应链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2018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新疆将

加快发展商贸物流业，加强物流枢纽设施和城乡市场网络建设，完善国际商品交易展示、现代物流服务组织、大宗商品采购

交易、电子商务创新应用、国际口岸开放发展、城乡商贸物流服务等体系，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

不断加大，以及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新疆将重点推进商贸物流中心建设的背景下,新疆的物流供应链业行业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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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48,554,390.01 1,017,140,994.03 -6.74% 549,905,67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9,467.17 41,224,557.26 -85.91% 35,434,75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62,013.66 32,633,579.40 -85.10% 24,649,35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876,288.09 -72,686,944.68 255.29% -31,291,75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55 -85.45% 0.5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55 -85.45% 0.5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9.53% -8.23% 10.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01,851,145.30 783,518,142.27 27.87% 653,091,78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1,738,127.21 445,645,332.93 -0.88% 411,928,4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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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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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91,057.71 202,064,244.66 312,139,297.19 294,459,79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8,765.56 9,591,113.09 -477,141.33 5,304,26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00,637.71 4,437,473.70 -299,187.35 9,324,36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4,768.40 23,559,215.18 55,863,104.61 26,939,1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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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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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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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江（芜湖）物

流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2,473,900 0   

白炳辉 境内自然人 2.28% 1,700,000 0   

海通开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 1,650,000 0   

赵素菲 境内自然人 1.51% 1,125,000 1,125,000 质押 1,124,989 

王连仲 境内自然人 0.88% 653,537 0   

辛幸明 境内自然人 0.74% 550,000 0   

饶国兵 境内自然人 0.74% 550,000 0 质押 400,000 

李凤云 境内自然人 0.62% 46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普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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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宇先生持

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13%的股权，是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以及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王连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3,53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53,537 股；饶国兵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50,000 股；李凤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5,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6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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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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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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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对低迷的市场行情、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坚定实施“以新疆为中心东联西出，以智慧物流为核心，以供应链业务为引领，将公司打造成以公、铁、航、海一体

化国际化、综合型的物流供应链服务商”的战略发展规划，开拓思路，积极加快新旧业务创新优化，通过第三方物流、物流

园区、供应链管理等传统业务的稳扎稳打以及多式联运、航空货运等新业务的积极探索，公司不断筑牢业务根基，加强业务

领域整合衔接，努力实现各业务板块、各服务形态的无缝对接，为公司业务体系未来的升级发展，为公司战略实施落地打下

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855.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74%，归母净利润58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5.91%。 

1、第三方物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需求，把握业务动向，适应市场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车源变化、市场变化，精准把控成本价格，

随时调整发运价，在保障完成发运任务的前提下，力求使项目利润最大化。公司积极加强信用体系与品牌建设，积极巩固客

户关系，延伸服务链，加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在牢牢抓好已有第三方市场的同时积极挖掘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

积极拓展业务新市场，确保第三方业务的稳步开展。但因市场行情总体低迷，疆内PPP项目停建、缓建等因素影响，收入同

比有所降低，利润空间不断压缩。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7,178.18万元，同比下降21.74% ，营业利润4,108.05万元，同比减

少31.00%。 

2、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品牌优势，紧密围绕供应链核心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物流、仓储、生产、销售五大关键流程节点提供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综合、协同、增值服务，但受大宗物资去库存、环保等综合宏观环境影响，市场需求下降，同时伴随着融资成本上升，供应

链业务收入同比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0,264.60万元，同比下降6.13% ，利润4,687.26万元，同比增加2.15%。 

3、园区业务 

公司园区部积极响应各级政府关于维稳的工作部署和社会稳定总目标，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克服诸多困难，按要求完

善维稳设施设备，健全维稳队伍，组建全区护厂队和义务消防队，保证了园区的安全、有序运营，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充分

肯定。 

苏州路园区：公司全年重点做好消防、安保等工作，确保园区的正常运营。此外园区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扎实落实各

项安全管理措施，全年零事故满负荷运营。报告期内，苏州路园区荣获所在辖区管委会授予的“共驻共建先进单位”称号。 

哈密园区：报告期内，哈密物流园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实施了多项优惠政策，积极开展招商工作。园

区的招商经营工作获得了哈密市及伊州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物流寄递行业、信息托运部等企业入园经营。报

告期内，入园区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为哈密物流园区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国际业务 

作为“一带一路”的践行者，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步伐，以务实创新的精神继续领跑新疆物流行业，公司在“一带

一路”的引领下，积极融入新疆“交通枢纽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建设，积极布局全球化的供应链服务网络，在现有业务的

基础上，大力拓展航空、国际公铁联运及海关监管仓等领域的业务，并不断筑牢业务根基，加强各业务领域融合衔接，努力

实现各业务板块、各服务形态的无缝对接。 

1）国际航空货运 

报告期内，新设公司子公司天顺中运成功开行“乌鲁木齐-法兰克福”、“乌鲁木齐-比利时”的全货机空中航线，打破了乌鲁木

齐10年没有全货机飞行的历史。公司积极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铺设网点开展集货工作，并安排专人赴比列时组织欧洲国家

回程货源，同时积极与国家邮政总局及新疆邮政对接，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目前邮件已成功集结。随着“空中丝绸之路”的开

通，以及国际货运业务吞吐量大幅上升，公司正为新疆临空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自治区商贸物流核心区建设，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 

2）多式联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新疆国际陆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运营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多联中心在政府“集货、建园、聚产业”

战略规划指导下开展业务，成功取得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运营资质，取得公共型保税库资质，并开展跨境电商清关业务。

自成立以来，多联中心积极打造智能化场站，并相继引入百世物流、中国邮政，并与海鸿国际合作运营冷链库房。报告期内，

多联中心已顺利开行了乌鲁木齐-俄罗斯重去重回班列、德国-乌鲁木齐班列。 

5、信息化建设 

2018年，信息化建设围绕打造供应链云平台的发展战略，结合公司业务实际需求，对信息化平台进行了迭代升级。同时公司

积极整合资源，加强无车承运人与“互联网+”的融合，努力推行试点“无车承运人”这一物流新模式。此外公司积极开展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的项目市场推广，提升定制化服务开发能力，使信息化建设逐步由内部服务向市场化转移，并逐步开始由成本

中心向利润中心转变。 

6、人才培养 

2018年是公司战略落地实施的第一年，公司各层级、各维度，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的宣贯。开展了文化、战略、

制度培训以及知识竞赛活动，通过各项活动的支撑推进，使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和各项管理制度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转化为员

工的认同感，逐步建立和形成公司的价值准则，向着所认定的价值目标去行动，全员同心、同力、同向、同调，使企业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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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物流服务 371,781,817.69 41,080,488.59 11.05% -21.74% -31.00% -11.84% 

供应链管理 502,645,984.95 43,348,528.49 8.62% -6.13% -5.5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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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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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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未变更。 

2.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针对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

实施，财政部变更了以下会计政策： 

（1）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8〕15 号文件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2）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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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根据上述修订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要求执行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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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其中： 

（1）本公司于2018年02月12日设立霍尔果斯新时速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70.00%,注册资本人

民币3,000.00万元，截止报表日，实际出资90.0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于2018年05月29日设立新疆天顺中运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53.50%，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00万元，截止报表日，实际出资535.0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3）本公司于2018年04月27日设立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联运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51.00%，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00万元，截止报表日，实际出资510.0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0 至 26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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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增长，增长原因为供应链管理业务、国际航空物流业务及国际铁路物流业

务的增长；
2、报告期内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薪酬

的减少、办公等其他费用的减少；财务费用中贴现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

降。
3、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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