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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0-023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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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涉及的未来发展计划等前瞻性陈述属于计划性事项，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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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生 独立董事 因所在地疫情管控原因 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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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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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智联 股票代码 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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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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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江英 章八一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民和路 945 号传化

大厦 

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民和路 945 号传化

大厦 

电话 0571-82872991 0571-82872991 

电子信箱 zqb@etransfar.com zqb@etransfa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内容 

传化智联以发展传化智能物流服务平台为首要目标，并协同发展化学业务。2019 年度，公司围绕高质量发展，智能物

流服务平台全力以赴打造一体化物流服务能力，“智能公路港服务+物流服务+智能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的平台协同效应进一

步加强，有效丰富了智能物流服务平台业态。化学业务致力于“成为功能化学品领域的全球顶尖专家”为战略目标，凭借强

大的技术积累、产品创新及业务国际化等核心竞争优势，全年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高速增长，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行业地

位再上新台阶。报告期内，传化智能物流服务平台和化学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传化智联-智能物流服务平台： 

 

传化智联-智能物流服务平台： 

智能物流服务平台以全国化城市物流中心、智能化系统、支付金融平台为三大基础，重点打造服务产业端的一体化物

流服务能力。主要业务与服务如下： 

（1）智能公路港服务 

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是区域物流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制造企业、商贸企业、物流企业、卡车司机等提供一站式综合性

智能园区服务；同时，基于公路港集聚的物流资源，发展网络货运平台、油品与油卡销售、车后业务等增值服务。 

（2）物流服务 

依托全国公路港基础设施网络，基于上下游供需关系，公司整合仓储资源、干线、城配运力资源，为生产制造与商贸

流通企业提供涵盖仓储管理、运力服务、大数据分析、金融服务等全链路一体化物流服务解决方案。同时，聚焦快消、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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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3C 家电行业形成标准化的仓运配、干线运输、城市配送、多式联运等产品服务。 

（3）金融服务 

依托“智能物流服务平台”形成的端到端的供应链体系，基于平台内沉淀的订单交易、货物流转以及资金流向等各类

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解决企业信用与全流程风控管理难点，以平台化方式为制造企业、商贸企业、物流

企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针对制造企业，公司提供生产设备融资租赁、仓单质押、应收账款保理、财险等产品；针对商贸企

业，依托物流钱包产品，公司提供智能代收付、信用付等产品；针对物流企业，提供卡车分期、运费保理、货物险、车险等

产品。 

（4）智能信息服务 

基于智能物流服务平台的业务场景，打造智慧园区、智慧物流等系统产品，实现平台内外部资源、业务产品的信息交

互、系统链接与协同能力建设。同时，通过产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研发以及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发力在车辆管理、货物追溯、

智能数字化园区、安全驾驶、智能仓储、供应链协同等场景的应用，最终通过技术应用与数据收集，实现业务数据化、数据

业务化，为产业供应链赋能。 

传化智联-化学业务： 

化学业务主要是围绕基底界面技术的功能化学品，旗下主要有纺织印染助剂、化纤油剂、聚酯树脂、涂料、合成橡胶

等系列产品，主要用途如下： 

纺织印染助剂属于精细化学工业，主要用于纺织印染企业，可改善纺织印染品质，提高纺织品附加值，有纺织工业的

味精之称。目前，公司纺织印染助剂产品达上千种，覆盖印染加工全工艺流程。 

化纤油剂用于化纤生产加工中，用于调节纤维的摩擦特性，防止或消除静电积累，赋予纤维平滑、柔软等特性，提高

纤维抱合力，保护纤维强度，减少断头率，使化纤顺利通过纺丝、拉伸、纺纱、织造等工序。公司目前生产的化纤油剂为

DTY 后纺油剂、FDY 前纺油剂及短纤油剂。 

涂料产品用于涂装物体，使物体表面形成涂膜，从而起到保护、装饰、标志及其他特殊作用（如电绝缘、防污、减阻、

隔热、耐辐射等）。公司拥有建筑外墙漆、内墙乳胶漆、木器漆、工业防腐漆等系列产品。 

聚酯树脂作为粉末涂料的主要关键原材料，随着涂装技术的进步，粉末涂料在家电、建材、户外设施、管道工业方面

的应用日益成熟，同时，汽车、热敏材料、金属家具、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粉末聚酯树脂的需求。 

合成橡胶业务主要产品是顺丁橡胶，产品主要用于轮胎行业，用以制造胎面、胎侧和其它耐磨制品，如力车胎、浇灌、

胶板、运输带、鞋类。 

公司化学业务采取以销定产，产品直销的经营模式，通过与客户的零距离接触能够更好的了解掌握市场动态，减少中间

交易环节，增强客户粘合度，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化学产品的竞争力。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传化智联-智能物流服务平台： 

（1）行业的发展阶段与周期性特点 

物流行业是实体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的运行态势，物流需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物流运行效率有所改善。 

一方面社会物流需求进入到中高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2019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98.0 万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9%，增速比上年回落 0.5个百分点；从年内走势看，一季度、上半年增速仍维持 6%以上，

前三季度回落至 6%以内，年底两个月小幅回升。另一方面，物流需求结构优化调整，消费物流新动能不断壮大。从 2019年

变化趋势看，工业物流需求贡献率进一步趋缓，内需对物流需求增长的拉动继续增强，进口、消费相关等新动内物流需求贡

献率继续提升，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发展。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正在快速集聚，持续发展壮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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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物流需求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单位与居民物流总额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仍是重要引擎。2019 年消费相关物流需求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单

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6.1%，增速比社会物流总额高出 10.2 个百分点。其中新业态新模式仍是拉动增长的重要

引擎。2019 年，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生鲜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壮大，相关物流需求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9.5%，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 11.5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贡献率超过 45%。快递业务

量完成 630 亿件，同比增长 24%。 

工业品物流总额增速放缓，但仍是物流需求的主要力量。全年工业物流需求基本平稳，但增速比上年同期均有所回落；

从年内走势看，二、三季度下行压力较大，四季度明显回升，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比上年增长 5.7%。从需求结构看，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结构调整优化态势进一步显现。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物流需求增长 8.4%，增速高于工业品物流总额 2.7 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比上年增长 8.8%，增速高于工业品物流

总额 3.1 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占比达到 14.4%，较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从长远发展角度，物流行业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当前政府正在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促进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成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并先后出台了加快物流枢纽布局建设规划的一系列政策

文件，为物流行业提供发展的新动能；同时，物流行业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集约

化、智能化、平台化正成为物流行业当前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模式的开拓者，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基础设施网络，获得国家部委和

各级政府的广泛认可，在国家推进物流枢纽布局与建设规划中承担重要角色。公司是推进新兴技术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的领

先实践者，多年来坚持以“整合社会物流资源，帮助企业供应链降本增效”为使命，聚焦产业端，依托于全国化的基础设施

网络资源优势与信息技术优势，建设智能物流服务平台，为生产制造商、贸易流通商提供端到端的物流服务。 

传化智联-化学业务： 

公司生产的主要功能化学品处于石油大化工生产链的末端，相关产品所在行业属于成熟行业。相对于总量千万吨级的

大宗化学品生产规模，功能化学品精细生产规模普遍较小，且有各自的应用领域，这使得行业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相对较小。

除此之外，功能化学品的研发和应用服务难度使企业有更大的差异化竞争机会，对客户来说：对产品影响大、服务要求高、

转换成本高、采购金额占比低，因而价格和毛利率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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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43,339,039.59 20,148,069,886.63 -0.02% 19,215,357,66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2,187,171.52 818,985,323.52 95.63% 469,408,05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8,435,501.16 646,248,118.18 57.59% 256,723,1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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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4,713,927.28 465,601,470.01 203.85% -691,354,57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5 96.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5 96.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1% 6.93% 4.78% 4.1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0,483,534,576.65 29,929,632,261.71 1.85% 24,078,933,78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26,764,265.38 12,161,580,758.82 20.27% 11,435,986,020.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38,159,842.59 4,702,414,398.88 5,701,632,873.74 5,001,131,9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332,658.01 460,365,014.22 206,593,626.30 774,895,87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148,585.60 236,983,332.00 28,815,254.26 610,488,32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674,814.81 294,880,891.37 -267,638,347.37 1,222,796,5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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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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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84% 2,014,618,934 0   

长安财富－广

发银行－长安
其他 2.65% 86,174,6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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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传化物流

股权投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传化集团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4% 69,703,554 0   

长城嘉信资产

－宁波银行－

王宝军 

其他 2.14% 69,686,411 0   

徐冠巨 境内自然人 1.95% 63,565,126 47,673,844   

上海国泰君安

君彤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

海君彤璟联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85% 60,153,989 0   

上海陆家嘴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36,915,907 0   

徐观宝 境内自然人 1.12% 36,630,754 27,473,065   

北京新华汇嘉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新华汇

嘉互联网产业 2

号基金 

其他 0.93% 30,456,752 0   

魏国华 境内自然人 0.93% 30,383,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徐冠巨、徐观宝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

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员工资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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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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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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传化 01 112626 2022 年 12 月 04 日 100,000 6.53%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传化 01 112661 2021 年 03 月 21 日 100,000 7.1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支付“18 传化 01”2018年 3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期间的利

息。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支付“17 传化 01”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 日期间

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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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17传化01”、“18传化01”等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确定“17

传化01”、“18传化01”的信用等级维持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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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6.24% 54.98% 下降 8.74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05% 12.50% 上升 7.55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5.03 3.74 34.4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整体财务表现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1.4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5.63%；实

现基本每股收益 0.49 元/股，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公司整体业务表现 

传化智联-智能物流服务平台： 

报告期内，传化智能物流服务平台以“全国化城市物流中心”、“智能化系统”、“支付平台”三大基础设施为基石，深入

开展智能公路港服务、物流服务，智能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不断扩大业务融合，提升市场占有率与核心竞争力，全年经营

业绩、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1）智能公路港服务 

截至报告期末，全国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已开展业务公路港 65 个，已获取土地权证面积 1118 万平方米，经营面积 368

万平方米。2019 年智能公路港服务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形成“浙江、华东、山东、华北、西北、西南、

华中、华南”八个大区，从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上进行系统化变革，实现物流资源和服务能力的进一步集聚。结合行业发展

趋势和公路港经营剖析，在推动部分公路港剩余物业功能转型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港内物业出租率进一步提升。同时，根

据市场需求变化，发挥品牌优势加快新投入公路港产品落地和隆客招商，赣州、柳州、无锡二期公路港实现开业首年即大幅

盈利。通过持续的深挖客户需求和公路港的精细化、智能化运作，2019 年公路港整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经营底座更加扎

实。 

在不断深化公路港传统业务的同时，公司加快公路港增值业务拓展。网络货运平台业务于 2019 年 5 月启动，依托全国

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集聚的货物资源与运力资源，为智能物流服务平台构建货源池与运力池。截至报告期末，网络货运平台

业务实现客户 790 家，累计业务量 5.1 亿元，月均增速 241%；车后业务全年实现收入 53.86 亿元，同比增长 61.79%；同时，

公司加速线下加油站业务拓展，截至报告期末，已有 17 个公路港取得加油站土地指标，较 2018 年增加 4 个；运营加油站 8

个，较 2018 年增加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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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聚焦重点城市，在青岛、重庆、西安、成都、郑州等地推进城市深耕发展计划，结合各区域/城市产业环境

特征，探索“物流+产业+N”的产业服务新业态。报告期内，公司在青岛，推进“中国传化（上合）国际物流港”产城融合

区域性标杆建设；在西南，与重庆交运、成都铁路局、中远海运集团共同推进国际性综合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成都，

推进“一园一核两中心”智慧物流科创园、物流供应链共享产业园等项目；在宁波，创新公路港投资模式，按照“政府投资

+企业运营”的方式，推进“一核两中心”宁波供应链中心项目；在郑州，推进传化华商汇超级分拨中心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全国公路港物业整体出租率 86.5%，同比增长 5.5 个百分点；公路港入驻企业 12048 家，同比增长 23%；

年车流量达到 3072 万辆，同比增长 31%；港内平台营业额实现 491 亿元，同比增长 17%，其中，13 个港的平台营业额规模

突破 10 亿元；纳税 16.53 亿元，同比增长 8.20%。 

（2）物流服务 

公司按照“聚焦一个行业，做透一个企业，延伸一个产业”的运营战略，2019 年重点发力 “化工、车后、快消、3C

家电”四个行业的仓运配一体化服务能力，全年服务客户数量、业务覆盖城市、自营仓库数量和面积均大幅度增长，整体覆

盖能力、获客能力、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在化工行业，公司聚焦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为客户提供“供应链咨询+供应链系统协同+仓运配一体化”服务，解决

了客户在跨区域发展业务时，需要多方对接物流、仓储服务商，库存管理滞后、运输时效、质量不可控、全程不可视等痛点，

有效提升收发货及时率，供应链整体协同效率提升 30%。在车后行业，公司聚焦轮胎细分领域，重点在西南地区打造车后

产业共享仓，为客户提供“统仓共配+供应链系统协同”服务，通过对客户资源的集约整合，开展统一的标准化仓库管理，

实现物流的一单到底、全程可视、可溯可控，帮助客户降低物流成本约 30%。在快消和 3C 家电行业，公司适应电商行业发

展趋势，以经销商区域仓为核心抓手，整合配套运力资源，形成标准化的物流服务产品，为酒水饮料、母婴、食品、日化、

家电等商贸企业提供“仓运配+供应链金融” 服务，满足客户对物流服务时效性和多元化服务的要求，整体供应链效率提

升 2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10%。 

公司基于实体平台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多式联运。在浙江，充分发挥公司的仓储和运力资源优势，与浙江省海港集团、

浙江省交通集团、浙江省机场集团等在内的 10 家囊括海、陆、空、信领域的领军企业强强联合、共同推动“四港”联动项

目落地；在重庆，为客户提供公铁联运解决方案，运行“白俄罗斯-中国（重庆）”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效从 60 天下降到

25 天。在西安，依托传化“长安号”公铁联运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日韩线物流运输时间相对缩短 1-2 天、欧美线物流

运输时间相对缩短 3-4 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物流业务服务大客户 958 家，同比增长 12%；全国自营仓数量 40 个，同比增长 150%；自营仓面

积 15 万平米，同比增长 298%；自营仓年发货件数 3.88 亿件，同比增长 55%。 

（3）金融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业务规模稳步增长，与智能物流服务业务的协同效应不断深化，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金融产品深度融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依托集团产业优势，深耕物流、化工、科技城细分场景，整合支付、

商业保理、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业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仓配运+支付+金融”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截至报告期末，传化支

付交易规模实现 2245.50 亿元；商业保理与融资租赁业务合计资产总额 14.81 亿元，放款总额 26.11 亿元；保险经纪业务保

费规模 2.12 亿元，成交笔数 5.84 万笔。 

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发展，助力经营管理提升。业务拓展方面，利用金融科技搭建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动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风控体系的高效运转，提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和可得性，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 

物流钱包、新零售等战略型新兴产品，实现客户快速覆盖。截至报告期末，物流钱包累计覆盖 31 个省份，累计服务用

户 34165 家；新零售产品单日交易峰值突破 300 万笔，累计服务客户 784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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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金融机构合作持续深化。“信用付”、“卡车分期”、“保理平台化模式”等项目与 30 余家外部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为

产业金融布局奠定良好基础。 

传化智联-化学业务： 

报告期内，化学业务单元在战略、经营、技术、全球化、技术创新、供应链等方面持续突破，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高速增

长，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再上新台阶。 

战略规划迭代与落地。在“功能化学品领域全球顶尖专家”战略愿景的引领下，传化化学进一步明晰战略路径，迭代产

业发展战略，深化落地战略举措，形成了产业、企业、产品整体战略架构体系，初步形成核心、培育、创新多层次有机业务

组合，并充分发挥技术与创新、供应链、品质与品牌三大优势，打造技术研发、客户服务、供应链三大核心能力，通过营销

转型、组织转型、平台创新等行动，有效落地各项战略举措，为公司经营指明方向。 

经营质量持续提升，在科学的研判和决策下，各核心业务单元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公司深耕细作中国市场，持续强化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在核心区域、大客户、明星产品上不断突破。强化资源配置，创新机制，突破行业、区域大

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着眼国际，大力拓展国际业务，坚持“本土、本色、本业”的发展原则，聚焦突破核心区域，

并加快在国际市场的生产、技术等供应链布局。传化化学从“制造”到“制造+服务” ，从服务升级到服务延伸为“技术+

安全+精益 TPM”，持续深化平台链接，发布智传绿链、化纤服务等平台，以绿链物流、绿链金融等为客户提供绿色化全供

应链服务，赢得了客户越来越多的认可和信任。 

技术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持续深化二层次技术创新体系应用，实质性夯实转型升级步伐，并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力度，由

被动的市场需求到主动地推动行业发展，技术成果频频涌现。基础研究团队通过聚焦行业难题，深入研究底层的基础原理与

产品的性能关系，在多项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持续完善技术创新战略，推进“短、中、长”期项目协同发展。大力推

进应用技术，以客户需求为主体，开发系统解决方案以获得重点大客户的认可。工艺课题研究成果显著，关键工艺的自动化

控制取得突破。大江东智能制造上，顺利完成精化工厂向大江东工厂的整体搬迁，并完成大江东工厂智能制造一期工程。 

全球化战略进一步深化。传化化学整体市场覆盖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巴基斯坦、孟加拉、

越南、土耳其等区域业务大幅增长，打造多家柱石客户、菁英客户，明星产品不断显现，全球化布局进程加快，在东南亚、

欧洲等地区实现生产和研发的空间布局，初步形成研发、制造、供应链的全球网络，业务模式向本地化、终端化、品牌化顺

利转型，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信息化和供应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软件上通过 SAP 等系统的上线和不断优化，公司的信息化管理能力不断强化。供

应链交付不断改善，产供销协同流程更为清晰、明确，销售预测准确率不断提升，供应链项目导入成果正在逐渐显现。硬件

上，以贴近客户、贴近市场、贴近资源和合规的化工园区为地域考量原则，布局新一轮战略周期国内生产基地。 

组织机制不断转型升级，全面推动聚焦核心战略业务发展的组织创新转型。凸显以客户导向和价值创造为根本的机制体

制建设，创新机制设计，兼顾发展。安全环保基础进一步夯实。传化化学在绿色、安全环保等方面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持续

加大安环投入力度，并引进外部力量打造安环系统化工程，始终以行业引领和国际标准要求推动绿色发展。全面推进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增加危化品系统排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等相关内容;完成企业专题

风险评审，梳理重要危险源清单，制定风险控制改进措施。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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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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染助剂 3,529,653,125.84 1,207,225,848.03 34.20% 6.28% 4.71% 
下降 0.52 个百分

点 

物流供应链业务 6,808,684,114.01 139,960,531.32 2.06% -26.62% -50.70% 
下降 1.00 个百分

点 

车后业务 5,385,629,390.04 117,094,124.43 2.17% 61.79% 120.73% 
上升 0.58 个百分

点 

园区业务 802,576,725.82 342,406,860.91 42.66% 2.37% 5.32% 
上升 1.19 个百分

点 

支付、保险及其

他业务 
589,964,590.43 388,325,948.80 65.82% 28.68% 24.97% 

下降 1.95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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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发生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9、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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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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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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传化智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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