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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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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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过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

证，审计调整后，公司（母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312,815,688.66 元，净利润

248,401,143.17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实施

利润分配： 

1、提取 10%的净利润 24,840,114.32 元列入法定盈余公积金。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223,561,028.8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24,790,983.90 元；扣减 2019 年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34,943,685.92 元，加上 2019 年度直接计入留存收益 45,779.18 元，公司 2019 年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13,454,106.01 元。2019 年度，公司拟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436,796,07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39,311,646.66 元。 

3、分配后剩余利润 774,142,459.35 元转入下年未分配利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舜天 6002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焱 卢森 

办公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电话 025-52875628 025-52875628 

电子信箱 ir@saintycorp.com ir@saintycorp.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由贸易和投资两部分组成。贸易业务方面，公司坚定不移地推

进“双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一方面，做优做强存量，稳步发展以服装为核心的

贸易主业，包括服装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增量，开发“错

位化、差异化、门槛化”的新型特色市场业务，主要以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核

电用材投标业务、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等国内贸易业务以及海产品进出口

业务为主，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钢材、各类援外物资和海产品等。

投资业务方面，以金融服务业投资为主，兼具 PRE-IPO、PE 投资等。同时，公

司在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若干领域内，积极地寻找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

的、具有较高端科技含量的、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质投资项目，利用并

购、重组等资本市场手段，促进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加速形成，并做好投后管理，

实现股权投资的资本增值。 

经营模式： 

服装出口贸易的主要流程：公司通过设计、打样、报价、洽谈等环节与海外

客户签订出口合同订单；委托公司所属服装生产企业或者社会力量生产企业加工

出口订单产品，经过生产跟踪、质量检验等环节后，收购生产企业加工成品；通



过报关出口、国际货运等环节，将出口产品转售给海外客户，收取货款，结算加

工费，核销外汇，办理退税。 

服装国内贸易业务模式与服装出口贸易基本类似，其与外销业务的主要区别

在于货运方式和结算货币。 

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业务的主要模式是化工产品国内贸易；核电用材投标业

务主要模式是工程项目招投标；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业务主要模式是钢

材、机电产品以及援外业务为主的国内贸易。 

化工产品、钢材、机电产品国内贸易模式较为一致，主要业务环节是公司通

过各类商务拓展和洽谈活动，取得客户的产品需求；利用自身的各类资质、渠道，

寻求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供应商；并通过自身的资金实力、市场信誉、整合能力，

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与服务；与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分别签订销售合

同和采购合同，期间做好订单跟踪、配套服务等相关工作，确保采购和销售合同

得到有效履行，并结清上下游款项。 

工程项目招投标以及援外业务模式比较类似，主要是公司获取商务客户和商

务部的公开招标信息后，研究招标需求，筛选国内供应商并开展询价等业务活动；

制作投标文书，参与招标；若中标，即根据投标文书的计划开展国内采购和供货

准备，完成货物交付后，开票收款。 

海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当前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公司在国内海产品消费

市场的多个细分领域内积极开拓市场，提升国内市场份额，利用高效合理的营销

策略，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地位。公司已经和数家国际知名

的海产供应商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确保货源品质与供给。此外，公司还积极

开发生产基地，与海产品加工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完整的国际贸易+国内贸易

服务产业链，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业绩驱动因素以及行业情况： 

1、进出口贸易业务 



进出口贸易业务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际经济景气度、汇率波动、生产

要素成本价格。 

2019 年，世界经济发展中蕴含着风险与挑战，但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势头平

稳，结构持续优化，动力加快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9 年，我国实现进出口 4.58 万亿美元，同比减少 0.87%，其中出口 2.50

万亿美元，同比增加 0.40%。然而，服装出口行业却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

税、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订单转移加速的不利局面。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 2019 年累计出口 1,513.68 亿美元，同比减少 4%。 

本公司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组织评比的 2017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

业百强榜中排名第 34 名。 

2、国内贸易业务 

国内贸易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内经济的运行态势、生产成本要素价格、

国内商业企业的信用水平以及公司整合国内供应商的能力等。 

2019 年，国内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态势也没有改

变，随着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国内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

到了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9.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到 55.15 亿元，增长 5.4%；据 IMF 独立统

计，中国 2019 年度经济增速达到 6.1%，远超美国 2.3%、欧洲发达经济体 1.2%

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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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174,448,925.40 3,974,605,802.19 30.19 3,932,955,932.43 

营业收入 4,621,763,768.41 5,364,499,251.95 -13.85 5,499,472,79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67,010,317.14 85,437,000.43 212.52 82,891,332.04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077,947.13 43,617,166.33 49.20 35,350,37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68,132,381.05 1,826,716,386.49 24.16 1,736,953,66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155,326.64 107,738,777.44 104.34 -61,974,09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6113 0.1956 212.52 0.18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3831 4.81 

增加7.57个百

分点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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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445,336.61 1,002,487,430.87 1,104,336,816.31 1,239,494,18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5,150,074.75 -14,647,526.21 -8,170,806.90 94,678,5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27,067.64 26,738,203.24 18,905,812.63 6,406,86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259,571.40 164,443,736.12 -43,105,337.87 142,076,4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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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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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218,278,355 49.97  无 

 国有法人 

陈子晖  2,738,900 0.63  无  境内自然人 

程秀花 1,163,700 2,023,460 0.46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斌 113,800 1,800,800 0.41  无  境内自然人 

刘秀杰 1,383,500 1,731,800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立志 未知 1,615,400 0.37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

司 
 1,570,937 0.36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850,000 1,356,072 0.31  无 

 国有法人 

杨文炯 34,600 1,349,000 0.31  无  境内自然人 

陈丽莹  1,327,300 0.3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天集团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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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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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2019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 46.22 亿元，较

上年度减少 13.85%；实现利润总额 4.05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157.54%；取得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7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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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开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

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开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期初及上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财务报表项目

明细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9,338,010.56 
应收票据 417,703,953.28  

应收账款 391,634,057.2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1,824,641.11 
应付票据 368,432,070.00  

应付账款 393,392,5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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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化。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 2019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附注

九之 1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