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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3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年度，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顺利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积

极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董事会严格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各项

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

地推动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董事会

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2018年度工作回顾 

一、董事会日常履职情况 

（一）召集股东大会情况 

2018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集了 3 次股东大会。 

1、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和《2017 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等八项议案。 

2、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等五项议案。 

3、2018年 11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以上 3 次股东大会全部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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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依法对公司相关事项作出决策，决议

全部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及完

成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严格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执行，全体董事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

尽责，审慎决策，切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1、2018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56 项议案； 

2、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2018 年度履职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共召开了 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 项议案；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7 项议案；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 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3 项议案；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 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 项议

案。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3 次股东大会和 19 次董事会会议，公司独

立董事均按时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各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本年度，

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事会各议题的讨论并提出合理、卓有成效的建议，为

董事会正确、科学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 年度，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各

项议案及其他事项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对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均投了赞成

票；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在认真审核相关材料、积极了解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利润分配、



 3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换届选举等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或事前认可意见。 

二、经营发展情况 

（一）整体经营情况 

2018 年度，面对全球经济复苏见顶、国内经济增速下行、中美贸易摩

擦加剧、政府不断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等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公司

经营层坚定信心，持续秉持以“道路运输产业持续领导者、现代服务产业

价值创新商”为目标，围绕产业一体化，持续深化产业升级转型、提质增

效：一方面聚焦优势、精准发力，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大

力推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大力度发展沥青供应链

业务、港口码头服务等现代物流业务。另一方面优化结构，合理布局，不

断加强经营管理，实现了汽车制造、销售及服务、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

成品油及天然气销售等业务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通过全司员工的集体努力，有力保障了公司全年各项工作

目标的实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3,942.59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43.96%；实现营业利润 29,917.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0.8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6,733.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08%。 

（二）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1、现代物流服务业务 

（1）沥青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经济形势，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优势，利用已有北

方区域市场优势地位，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在企业经营管

理上，加强内控管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研发团队不断改善和提高产品质

量，保持了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沥青供应链业务实现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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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12,284.91 万元，比其上年同期增长 7.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

润 12,146.00 万元，比其上年同期增长 3.72%。 

（2）物流港口综合服务业务 

2018 年以来，随着国家整治清理长江岸线非法码头工作的扎实推进，

以及 2018 年 1 月起紧邻中桩物流港口的芜湖长江二桥、高速公路三山出

口陆续开通带来的交通区位优势提升，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抓住发展时

机，利用在芜湖市公用散杂物码头行业中的港口规模化优势，不断加强经

营管理，港务作业的效率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码头装卸吞吐货物量等各

项经营业务取得较快增长。报告期内，港口综合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8,797.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14%；其中,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3,445.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2.73%。 

2、汽车制造、销售及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得益于收购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东莞中汽

宏远”），公司该项业务取得较快发展，实现营收 313,151.45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139.81%。报告期，公司该项业务综合毛利率 15.17%，比上年

同期增加 3.55%，盈利能力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全资子公司新宇汽车于 2018

年 7 月受让深圳市康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中汽宏远 17.5%股权并

于 2018 年 8 月将东莞中汽宏远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购买日至期末东莞中

汽宏远实现营收 199,169.20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9,201.74

万元。 

3、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因受城际高速铁路分流客源、私家车增加等因素持续影响，

公司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48,726.19 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8.07%；报告期内，经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降本增效，该项业务毛利率

17.10%，比上年同期下降 0.33 个百分点，盈利能力逐步趋于稳定。  

4、成品油及天然气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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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成品油及天然气销售业务营收规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趋势，实现营业收入 31,461.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7.22%；但受上游

原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毛利率 13.36%，比上年同期下降 4.58 个百分

点。 

（三）投资情况 

1、股权投资情况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175,137,847.91 1,443,989,821.40 -87.87%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被投资

公司名

称 

主要业

务 

投资方

式 

投资金额 

（元） 

持股比

例 

资金来

源 
合作方 

截至资

产负债

表日的

进展情

况 

本期投资盈亏 

（元） 

东莞中

汽宏远 

新能源

汽车生

产及销

售、服务 

收购 122,255,000.00 17.50% 自筹 

深圳市

康美特

科技有

限公司 

受让的

17.5%

股权已

全部过

户完毕 

31,574,592.44 

3、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投资方

式 

是否为

固定资

产投资 

投资项

目涉及

行业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实际投入金额 

资金来

源 

项目进

度 

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收

益 

1.武平

物流中

心工程 

自建 是 
物流园

经营 
2,640,612.12 41,103,500.54 

募集资

金 
86.66% 2,376,900.02 

2.安徽

中桩物

流码头

一期项

目 

收购 是 
港口码

头经营 
15,205,492.55 307,452,047.10 

金融机

构贷款 
75.46% 80,992,385.62 

3.安徽

中桩物

流码头

物流园

收购 是 
港口码

头经营 
53,100,073.80 73,624,068.13 

金融机

构贷款 
16.6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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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4.龙兴

公路港

工程 

自建 是 
物流园

经营 
17,013,141.40 17,500,103.22 

金融机

构贷款 
8.75% -50,469.79 

5.中桩

码头加

气站工

程 

自建 是 
天然气

销售 
7,289,783.34 7,456,926.69 

金融机

构贷款 
9.66% 0.00 

合计 -- -- -- 95,249,103.21 447,136,645.68 -- -- 83,318,815.85 

三、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62,368,5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共计分配 39,365,801.58 元，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部分  2019 年工作计划 

2019 年，是公司持续推进升级转型、承上启下的重要之年，公司将坚

持“道路运输产业持续领导者、现代服务产业价值创新商”的战略定位，

在 2018 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坚定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信心、

决心，着力产业发展体系化、市场布局网络化、公司运作集团化，实现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锐意进取，着力发展优势产业，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一是紧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与维护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快沥青供应链产业在北方优势区域之外的其他

国内外市场的网络布局，快速推动公司沥青供应链产业内生增长；同时，

借助公司资本市场平台和工具，外延并购沥青供应链产业的优质资源，实

现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实现公司沥青供应链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二是加

快中桩长江港口多式联运物流服务项目、龙岩公路港项目、武平闽粤赣边

农村电商产业园和物流信息平台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完善物流服务节点，

构建大物流服务体系。三是借助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

着力支持新能源客车业务的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质量管控和市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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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能力，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二、整合提升，持续推进升级转型，不断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一是稳步推进油气网点建设，拓展经营规模，积极发展成品油及天然

气销售业务。二是围绕增收节支，注重精简机构、业务整合，提升服务质

量，实现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业务的安全、平稳发展。三是对产业链上的

业务进行深度梳理，对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的业务，采取整合、处置、

关停等各种方式逐步淘汰或退出。 

三、强化集团管控，筑牢发展之基。加强集团管控,突出集团总部财

务管理、投融资、人力资源、安全管理、审计监督等方面管理职能，进一

步增强总部机构统筹和协调能力,强化集团资源整合，提升集团化运营和

管理水平, 为实现集团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抓好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与措施；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继续加大债权资金管理力度，加快企业资金周转，有效防范经营发展风险。 

四、继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为公司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根据监管部门的监管新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二

是不断加强内控体系建设，确保公司内部管理的有效运行；三是不断提升

公司“三会一层”约束和制衡机制，确保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四

是继续规范信息披露，增强上市公司透明度；五是继续重视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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