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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6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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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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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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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9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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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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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 高翔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2

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 52

号 

电话 0991-3792613 0991-3792613 

电子信箱 xjts@xjtsscm.com xjts@xjtssc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大宗货物和大件货物的第三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业务，公司现已形成了为客户提供包括供应链设计、供应链管

理、仓储、采购、分销在内的一站式与专业化供应链服务模式。业务范围涵盖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物流园区经营、国

际航空物流、国际铁路物流。公司主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三方物流 

公司通过整合物流各环节的服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个性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包括车辆资源的调配管理，物流方案

的规划与设计，仓储、运输、装卸、搬运、配送等物流作业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同时，公司利用信息化综合物流管理

系统，将物流活动过程中的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储存、整理、分析和使用。 

2.供应链管理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供应链管理是利用公司为各类企业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有利条件，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掌握各种上下游企

业供需要求的基础上，全面延伸产业链，为上下游企业搭建桥梁，专注于为核心企业提供采购、运输、仓储、销售等一揽子

业务活动，让合作伙伴专注于核心业务，实现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及经营效率。 

3.物流园区经营 

公司物流园区除可以提供仓储、仓库租赁、堆场等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园区的积聚功能，拓展公司第三方物流业务，并为供

应链管理业务提供支撑。公司物流园区设有仓储库、租赁库和堆场， 其中仓储库按服务天数和仓储物资数量收取仓储费用， 

租赁库则较长时间租给客户，按月收取租金，租金根据仓库面积决定。此外，公司物流园区同时还提供物业管理、结算、网

站建设、网络设施维护、信息咨询和交易平台等配套增值服务。 

4.国际航空物流 

公司租赁航空公司飞行器，执飞国际航线，为客户提供国际航空运输服务。同时可为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咨询， 

协助对接二程卡车航班转运、空空转运等相关业务。 

5.国际铁路物流 

作为国际陆港区班列运营平台公司，致力于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助力国际陆港区发展，推进中欧（亚）班列高

质量开行,以多式联运中心集货平台开展国际货运班列运营，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目前已开行中欧、中亚等10国22座城市

的班列。运载货物涵盖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机械设备、水暖建材、汽车零配件、疆内农产品等百余种类。 

（二）行业情况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圆满收官年。值此关键之年全球

暴发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我国迅速开展防疫工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经济基本恢复平稳。虽然新冠疫

情的暴发对物流业提出了新挑战，但也创造了发展机遇。2020年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国家在2019年密集出台关于物流技

术发展的重要文件基础上，又出台了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

低物流成本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0﹞1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经贸〔2020〕13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关于促进

航空货运设施发展的意见》（发改基础〔2020〕13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随着疫情的控制，我国经济恢复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物流业已呈现出积极向好的态势。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与物流技术密切相关的行业：制造业增长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0.5%，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为物流行业、物流装备技术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新疆一直以来积极构建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聚合周边、贯通丝路、辐射亚欧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形成大跨度、广覆盖、

立体式和开放型的新疆商贸物流骨干体系，并大力发展商贸物流等服务行业。现阶段物流供应链行业市场容量大，市场参与

者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未来物流供应链服务行业将会逐步向一体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发展，行业的集中度将会不

断提升，业务将逐步向资金实力雄厚、配套物流体系完善、一体化服务能力强的物流供应链企业集中，龙头企业收入和市场

占有率将会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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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131,446,262.50 1,199,992,466.69 -5.71% 948,554,39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99,149.73 19,826,625.77 47.78% 5,809,46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31,286.66 20,196,711.98 24.93% 4,862,01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8,280.24 -34,605,187.56 80.15% 112,876,28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7 44.44%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7 44.44%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9% 4.39% 1.80% 1.3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42,570,109.64 895,473,349.20 5.26% 1,001,851,14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5,870,378.10 460,985,514.41 5.40% 441,738,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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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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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04,053.28 406,956,962.43 392,160,079.76 136,625,16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8,426.13 13,029,438.34 8,581,239.52 9,456,89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3,664.09 12,742,382.08 7,479,384.51 8,333,18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64,773.68 -40,171,341.83 17,183,987.26 31,083,8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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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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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顺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9% 33,600,000 0 质押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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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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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843,750 

李剑钊 境内自然人 0.76% 568,600 0   

谢恩祝 境内自然人 0.50% 372,700 0   

肖瑶 境内自然人 0.49% 367,498 0   

韩靓 境内自然人 0.43% 321,700 0   

迟雪琳 境内自然人 0.42% 310,800 0   

徐月芳 境内自然人 0.40% 3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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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宇先生直

接持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87%的股权；通过舟山泰盛聚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18%的股权，合计持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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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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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谢恩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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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72,700 股。肖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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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98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 367,49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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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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直以来，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坚定贯彻“以新疆为核心东联西出，以智慧物流为核心，以供应链业务为引领，

将天顺打造成以公、铁、航、海一体化国际化、综合型的物流、供应链服务商”的战略发展规划。报告期内，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复工复产延迟，对公司第三方物流及供应链业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特殊时期，公司积极行

动，作为乌鲁木齐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核心防疫核心保障单位，公司严密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积极抓好生产经

营，凭借着优质专业的服务以及对行业的深耕细作，确保了各项业务正常运行，有效保证了已有客户的需求，并持续加强市

场开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144.63万元，较上年减少5.71% ，归母净利润2,929.91万元，较上年增加47.78%。 

1.第三方物流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需求，把握业务动向，适应市场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车源变化、市场变化，精准把控成本价格。

同时公司积极加强信用体系与品牌建设，积极巩固客户关系，延伸服务链，加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好已有第

三方市场的同时，积极挖掘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积极拓展业务新市场，努力保障第三方物流业务的稳步开展。同时，在

海上风电发展势头日趋强劲的大市场下，公司本着既保存量又抓增量的业务发展基调，积极开拓海上风电新增市场。 

2.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供应链业务发展优势，以调结构、降库存、降预付为主。一手抓精细化管理，一手抓市场开拓，紧

紧围绕上下游企业，积极延伸服务链条，创新、完善供应链模式，进一步提升供应链业务管理水平。 

3.园区业务 

公司物流园区积极响应各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管理的工作部署和社会稳定总目标，主动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对

接，克服诸多困难，按要求完善疫情防控预案、维稳设施设备，健全消防安全管理，组建全园区护厂队和义务消毒队伍，保

证了园区的安全、平稳、有序运营。其中苏州路园区全年重点强化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管理、消防安保等工作，确保园区的

正常运营。园区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扎实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哈密园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管理、消防安

保等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招商工作，在报告期内园区房屋租赁面积已达到80%以上，目前已聚集了哈密市60%-70%物流寄

递企业，已成为当地最大的陆港型物流园。 

4.国际业务 

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步伐，积极融入新疆“交通枢纽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建设，积极布局全球化的物流供应链

服务网络，大力拓展航空、国际公铁联运等业务，并不断筑牢业务根基，加强各业务领域融合衔接，努力实现各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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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服务形态的无缝对接。 

（1）国际航空货运 

报告期内，公司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开通了德国哈恩航线、比利时列日航线、奥地利维也纳航线、英国伦敦航线、俄罗斯莫斯

科航线、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航线、巴基斯坦伊期兰堡航线。航线会根据业务量的情况以及客户需求进行拓展。公司精细化

运作航空业务，将进出口电商全链条服务纳入业务体系，将碎片化的环节打通进行统一管理，为终端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

验的同时，持续探索与临空产业相关的机场、仓储、贸易、深加工等外延业务，为稳定货源，航空板块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

区铺设网点开展集货工作，并安排专人赴国外组织欧洲国家回程货源，同时积极推进与国家邮政总局及新疆邮政的业务合作。

随着 “空中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国际货运业务吞吐量大幅上升，公司正为新疆临空经济的发展、为自治区商贸物流核心

区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国际铁路业务 

公司致力于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助力国际陆港区发展，推进中欧（亚）班列高质量开行,以多式联运中心集货

平台开展国际货运班列运营，通过整合国内外资源，开行乌鲁木齐至俄罗斯、意大利、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中欧、中亚国家10国22座城市的班列，持续推进中欧班列集拼集运组

织模式，运载货物涵盖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机械设备、水暖建材、汽车零配件、疆内农产品等百余种类。开行线路通达中

西亚、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推进中欧班列通道与陆海新通道有机衔接，打造跨“两海”（里海、黑海）班

列线路。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物流承载城市开展物流枢纽合作，积极与南向陆海新通道开展合作，深化与石河子、

巴州等地企业的疆内物流合作，立足新疆地产品资源及外销国别，开行至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地班列，助力新疆特

色农产品走出去。 

5.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需求，对公司新亚欧E路通物流平台、航空货代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进行了优化完善，使各业务系

统能够及时适应新的业务变化，保障公司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外部信息化服务市场，依托物流行业软件开

发经验先后与疆内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达成信息化开发合作，为公司业务领域拓展迈出坚实一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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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物流服务 435,040,196.93 377,954,256.96 13.12% 0.09% -0.34% 0.38% 

供应链管理 426,889,415.96 403,367,140.94 5.51% -37.08% -36.22% -1.28% 

国际航空物流服

务 
157,195,664.76 137,850,241.65 12.31% 711.84% 566.34%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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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144.6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29.91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7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国际航空物流服务及国际铁路物流服务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使国际航空物流服务毛利大幅提升；管理及研发费用同比有所下降，主要受疫情影响，人工成本、车辆费、

业务招待及差旅费同比有所下降；票据贴现息支出同比有所下降，使投资收益有所增加；因捐赠支出及诉讼赔偿支出大幅度

减少所致营业外支出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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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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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

“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

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六）。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

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

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供应链业务和

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供应链业务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商品的时点确认，运输业务仍于运抵目的地或中转站时确认收入。采

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年1月1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7,020,553.64 -3,923,267.37   3,097,286.27  

合同负债  3,737,833.12   3,737,833.12  

其他流动负债  185,434.25   185,434.25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年1月1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2,125,692.11 -2,030,740.49   94,951.62  

合同负债  1,994,780.96   1,994,780.96  

其他流动负债  35,959.53   35,959.5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业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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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情况 

1.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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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名称 

股权

处置

价款 

股权

处置

比例

（%） 

股权

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

制权时

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

处置投资对

应的合并财

务报表层面

享有该子公

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账面价

值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

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益的金

额 

新疆天

顺中运

航空服

务有限

责任公

司 

 52.25 转让 2020-3-31 转让协

议 

 256,805.24  - - - - - - 

（二）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新增4家，其中： 

1. 本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设立霍尔果斯达尔道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00%，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未实际出资，霍尔果斯达尔道科技有限公司未实际经营。  

2. 本公司于2020年1月2日设立新疆乾泰吉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95.00%，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475.0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3. 本公司之子公司新疆乾泰吉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设立新疆汉通跨境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0.00%，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新疆乾泰吉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实

际出资人民币500.00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4. 本公司之子公司新疆天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设立新疆华辰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100.00%，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新疆天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111.00

万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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