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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普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苏旭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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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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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5,704,053.28 233,978,235.04 -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68,426.13 2,814,322.94 -16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23,664.09 72,774.13 -4,66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64,773.68 -57,548,393.32 7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7 0.0377 -16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7 0.0377 -16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0.64%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2,830,643.35 895,473,349.20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9,992,974.11 460,985,514.41 -0.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30,624.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及当

期递延收益的摊销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3,591.60 
前期单独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6.33 罚款收入及其他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2,600.77 股权处置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05.23  

合计 1,555,237.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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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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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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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1,500,000 

王普宇 境内自然人 4.30% 3,210,000 2,407,500 质押 1,450,000 

白炳辉 境内自然人 1.21% 900,000    

赵素菲 境内自然人 1.13% 843,750 632,812 
质押 843,739 

冻结 843,750 

陈琴香 境内自然人 0.37% 279,300    

李福平 境内自然人 0.33% 250,000    

李尚芹 境内自然人 0.30% 222,500    

冯英 境内自然人 0.29% 220,000    

浙江桥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桥

睿 331 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0.27% 199,924    

孔月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78,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0 

白炳辉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王普宇 8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00 

陈琴香 2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300 

李福平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李尚芹 2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500 

冯英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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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素菲 210,938 人民币普通股 210,938 

浙江桥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桥

睿 331 私募投资基金 
199,924 人民币普通股 199,924 

孔月英 1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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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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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李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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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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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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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7,605,618.29 67,925,130.47 -29.91%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21,870,627.05 153,337,791.82 -20.52% 报告期应收票据用于转付、贴现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345,472,387.36 228,509,983.60 51.18% 报告期内因疫情影响应收账款回款账期延长所致； 

预付账款 103,802,022.11 123,989,274.97 -16.28%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转为存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579,254.69 30,176,109.16 24.53% 报告期内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17,900,000.00 197,713,148.57 10.21% 报告期内已贴现未到兑付期应收票据转入短期借款所

致； 

应付账款 95,432,502.34 71,077,649.90 34.27% 报告期内应付物流运费及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5,524,132.89 7,020,553.64 -21.31% 报告期内物流园区预收租金结转收入及供应链管理业

务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18,166.72 7,915,778.91 -74.50% 报告期内支付上年末计提的绩效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5,358,612.35 3,066,555.69 74.74% 报告期内计提增值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311,327.96 11,170,504.41 63.93% 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股权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963,659.24 1,372,025.24 -29.76% 报告期内应付分期购买设备款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总收入 195,704,053.28 233,978,235.04 -16.36%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976,445.81 2,725,725.94 -27.49% 报告期内主要为疫情因素享受社保补贴政策及工资费

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349,958.03 5,681,866.83 -41.04% 报告期内主要为疫情因素享受社保补贴政策及工资费

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454,595.09 684,928.26 -33.63% 报告期内主要为疫情因素享受社保补贴政策及工资费

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612,138.65 5,101,268.11 29.62% 报告期内贴现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30,624.49 179,117.34 642.88% 报告期内收到“营改增”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72,600.77 3,064,982.66 -94.37% 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3.67 502,551.30 -99.91% 报告期内较同期比未发生捐赠支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64,773.68  -57,548,393.32  74.00% 疫情期间采购及物流运费付款减少及票据贴现金额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6,193,626.03  121,027.71  -5217.53% 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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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55,720.17  46,344,553.79  -90.60% 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及票据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所持有乌

鲁木齐天力际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的股权作价60万元转让给吴江伟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乌鲁木齐天力

际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乌鲁木齐天力际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3月22日、2019年8月10日、2020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

告》 
2020 年 04 月 0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6.29% 至 -34.43%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800 至 1,2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830.1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分析：1、报告期内第三方物流及供应链管理业务毛利

受疫情影响较去年同比大幅下降；2、国际航空物流业务及国际铁路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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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盈利能力同比有所增强，使毛利增加；3、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中贴现费用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4、报告期内因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预期信用减

值损失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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