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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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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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64,259,776.66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8,267,236.08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78,226,844.09元，资本公积金为360,888,007.42元。 

公司拟定的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8,756,195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3,813,429.25元（

含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雅仕 60332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昌粉 -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855号36H室 
- 

电话 021-68596223 - 

电子信箱 info@ace-sulfert.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业务升级战略，继续强化一对一供应链总包业务发展，同时加快一



对多供应链平台和多对多供应链基地的建设步伐，截止 2020 年底，基础布局已基本形成。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仍以稳固传统业务为基础，不断探索新平台业务的发展模式，为新项目投产做

好充分准备。国内外疫情状况对公司业务的开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受益于所服务行业主要产品

的价格回暖，业务运行总体处于正常健康状态。2020 年公司多个供应链平台和基地项目的工程建

设进展较为顺利，计划将于 2021年陆续投产运营。 

公司的供应链总包业务是基于传统的供应链物流和供应链执行贸易延展而来，公司通过对不

同大型工业企业原料采购、厂内物流及产品销售的个性化物流需求研究，结合自身物流线路、网

络站点、设施设备及专业团队等配套资源，将“多式联运”、“第三方物流服务”、“执行贸易”等

业务模式进行多元组合，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设计相应的服务组合，从而为客户定制化设计出不

同的供应链服务产品，并将这些产品销售给客户，最终为客户实现供应链增值服务。 

供应链平台和供应链基地业务，是公司正在加紧建设、积极实施的战略性升级业务。供应链

平台和供应链基地分别是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提供多元化供应链增值服务的一站式综合业务平

台，将涵盖原材料、半成品、零配件、组装加工、拼箱业务、保税业务、国际联运、物流监管、

产品展示推介、品牌管理、境外配送、电商服务等诸多供应链环节，将更广泛地服务于道路交通、

工业加工、工业消费品、农产品等多个行业，以及国内、日韩及中西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内

产业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融合与分工协作，提供更加便捷的、显著的

增值服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多式联运 

公司多式联运业务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型工业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对供应链产品的精细

化管理及对信息化平台的持续优化，采用公路、铁路、水路的多式联运方式，进一步做大、做精、

做强，利用网络线路优势，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的物流服务，不断扩展和延伸综合物流服务能

力，降低客户运输成本，提升供应链产品价值，增加客户粘性，打造公司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2.第三方物流 

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客户主要为生产制造及资源型贸易企业。公司与海关、

港口等单位有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基础，从客户需求出发，利用公司多式联运的经营优势，通过定

制化的物流运作模式，满足客户实际需求，降低了客户的库存成本及港口费用。根据客户需求，

公司为客户提供最优的物流解决方案，有效的提升了客户忠诚度，与多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长久稳

定的合作关系。 

3.供应链执行贸易 

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长期紧密合作，保障货物来源稳定和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并以

公司的供应链物流服务为依托，形成一个从上游到下游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公司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为客户提供包括采购、销售、信息、资金等服务，降低客户供应链整体的管理成本，为上

下游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0 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果，物流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7%，与上年基本持平。 

1.社会物流总额增速持续回升 

2020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300.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5%。 

从构成看，工业品物流总额 26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8%；农产品物流总

额 4.6 万亿元，增长 3.0%；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 9.8 万亿元，增长 13.2%；进口货物物流总

额 14.2万亿元，增长 8.9%；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1.6万亿元，增长 16.9%。 

2.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基本持平 

202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 14.9万亿元，同比增长 2.0%。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为 14.7%，

与上年基本持平。 

从结构看，运输费用 7.8 万亿元，增长 0.1%；保管费用 5.1 万亿元，增长 3.9%；管理费用

1.9万亿元，增长 1.3%。 

3.物流业总收入实现小幅增长 

2020年物流业总收入 1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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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47,349,663.74 1,098,476,277.58 22.66 1,362,624,761.72 

营业收入 1,733,897,515.63 1,755,374,980.38 -1.22 1,749,948,948.6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259,776.66 -98,807,436.93 不适用  44,988,785.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271,293.68 -106,563,530.07 不适用  38,476,567.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64,283,408.19 599,565,630.67 10.79 732,681,136.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839,910.94 171,841,428.12 -48.30 -122,352,784.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75 不适用  0.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75 不适用  0.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17 -14.91 增加25.08个百

分点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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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68,570.13 397,959,554.33 513,806,714.58 492,862,67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348,107.45 17,187,383.02 33,189,205.93 4,535,08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676,678.20 15,992,288.03 30,495,145.88 1,816,18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714,896.03 -5,936,535.92 68,801,908.11 95,689,4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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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1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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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67,320,000 51.00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0 6,630,000 5.02   

无 3,9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3,715,000 2.81   

无   其他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844,000 3,135,900 2.38 0 

无   其他 

李瑶华 598,500 598,500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艳珍 -86,020 533,38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梅梅 440,500 440,500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朱菡 426,600 426,600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钟昊峰 -106,412 394,8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韩英 315,700 315,7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雅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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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34,734.97 万元，同比增加 22.66%；所有者权益 78,959.54 万

元，同比增加 14.32%；营业收入 173,389.75万元，同比减少 1.2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425.98万元，公司本年度实现扭亏为盈，恢复至往年的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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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根据财政部 2017年 7月 5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

影响数，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自 2020年第一季度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9年可比数。执行新收入准则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

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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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苏泰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广西新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新为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捷桥有限公司 

青海运达运输有限公司 

新疆新思物流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新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宝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新为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宣汉华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新曦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连云港亚欧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有限公司 

云南中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瑞雅通智慧矿山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瑞雅通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欧亚供应链阿克套”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