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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9                       证券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0-031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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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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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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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路通 股票代码 00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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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伟雄 余斌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

创新中心 A 栋 21 楼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

新中心 A 栋 21 楼 

电话 0755-82874201 0755-82874201 

电子信箱 ir@prolto.com ir@prolt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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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016,062.85 3,358,831,497.96 -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77,739.95 50,250,084.43 -3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352,538.35 46,101,762.78 -5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6,162,442.33 -422,251,49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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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3.6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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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100,716.16 6,513,236,919.20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7,054,033.80 1,381,853,954.18 1.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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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智 境内自然人 19.18% 71,599,567 53,699,675   

张云 境内自然人 6.93% 25,877,963 19,408,472   

何帆 境内自然人 5.73% 21,388,904 16,041,678 质押 13,700,000 

赵野 境内自然人 5.60% 20,917,401 15,688,051   

广东省绿色金

融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8% 20,066,931 0 质押 19,897,853 

深圳市聚智通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9% 19,743,607 0   

浙江浙商创业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0% 17,915,938 0   

邹勇 境内自然人 2.23% 8,331,701 6,248,776 质押 8,323,700 

叶晴 境内自然人 1.73% 6,442,594 0   

冯静 境内自然人 1.06% 3,950,3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广东省绿色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聚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份； 

2、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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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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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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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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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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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延迟复工复产；同时因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及国内市场经济

下行的影响，使国内及全球供应需求阶段性下降，造成公司部分客户需求递延或减少而导致公司业务量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7,016,062.85元，同比下降23.87%；实现营业利润45,616,585.40元，同比下降34.17%；

实现利润总额45,569,655.66元，同比下降34.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577,739.95元，同比下降33.18%。主

要系：（1）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经济大环境影响，造成公司部分客户的业务受到一定影响；（2）因国内整体金融环境趋紧、

行业风险加大，公司坚持稳健经营，选择服务规模大、资信好、风险低的客户为主，因此公司向客户收取的综合服务费率有

所降低；（3）组合售汇产品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ICT行业的部分客户业务规模有所下滑，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仍保持了稳定发展。医疗器械平台通过持续

加强客户粘性建设并开拓更多医疗资源，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跨境电商平台基于与境内外重点客户的合作，推动了业务

量整体上升；全资子公司广州普路通依托控股股东绿色金控的产业资源，积极拓展供应链管理外包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市场

占有率。同时公司对内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强成本控制、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流程，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管理目标，全面

提升了公司经营管理效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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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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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28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深圳市前海瑞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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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丝路纪元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普路通全球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前海普路通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联动量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广州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珠海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武汉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武汉东湖综保区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武汉市瑞盈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武汉市瑞亿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荆门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荆门保税物流中心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成都和普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特通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重庆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广西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广西慧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北海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北京普路通智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香港瑞通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香港慧通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智通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智慧云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云泰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香港雪梨小姐国际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香港坎普国际贸易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前海瑞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期初相比，增加1户，减少2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普路通智慧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1.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厦门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荆门市赢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销 

 

 
 
 

法定代表人：陈书智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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