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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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提议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1,952.00 万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952.00 万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拟转增 6,585.60 万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8,537.60

万股。 

如在以上预案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派

比例不变，并相应调整分派总额。以上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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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友国际 60387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聂慧峰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院2号楼23-24层 

电话 010-88998888 

电子信箱 jy_board@jyinternationa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业务以蒙古、中亚、非洲等具有国际陆路口岸跨境运输特点的国家和

地区为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海陆空铁、港口、口岸等物流服务的社会资源，在关键物流节点投

资跨境运输工具、保税仓库及海关监管场所，组建通关和物流服务网络，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提

供差异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跨境综合物流代理服务,形成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国际跨境多式联运

物流系统。 

公司业务包括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以及在此业务基础上拓展的供应链贸易服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的经营模式 

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的经营模式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物流方案设计能力、

专业化的物流国际资源整合能力，提供包含承运人选择、运输管理、仓储、海关代理、口岸中转、

信息管理在内的一揽子物流组织实施管理服务。业务类型细分为国际跨境多式联运、大宗矿产品

物流和智能仓储业务。 

跨境多式联运 

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跨境多式联运业务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

公司作为国际陆运口岸海关监管场所、公用型保税库等仓储设施和国际道路运输车队的所有人，

提供物流核心环节实际的物流操作；另一方面，利用公司研发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在全球范围内

整合海陆空铁、港口、口岸等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资源，为客户全球范围内提供门到门跨境多

式联运服务。 

公司跨境多式联运业务国际化进程以蒙古、中亚、非洲市场为核心有序推进，从蒙古业务起

源，到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业务发展，再到非洲的跨境口岸物流资产投资，是复制与优化、

开拓与创新的过程。复制的是以核心物流资产投入带动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模式，创新的是物流

信息化管理、大数据系统的应用，从而形成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的经营模式。 

大宗矿产品物流 

公司在跨境多式联运业务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矿产品行业客户，矿产品行业客户具有物流需

求长期稳定、物流方案聚焦公铁联运、运力保障要求高等特点，成为独特的大宗矿产品物流经营

模式。 

公司大宗矿产品物流充分发挥在甘其毛都、巴彦淖尔、二连浩特、霍尔果斯等中蒙、中亚重要



陆运口岸的仓储节点优势，以及正在布局的非洲刚果（金）矿业通道萨卡尼亚到卡松的道路以及

边境基础设施，将仓储和配送作为对客户完整物流服务方案中的核心环节，并与公铁联运承运人

之间建立仓配的合作关系，保证运力，满足大宗矿产品客户对于产品供应稳定、高效的需求。 

公司积极响应中国铁路的大宗矿产品散改集运输政策，公司大宗矿产品物流业务完成了从传

统的散货大宗运输方案到集装箱环保替代方案的优化进程。目前公司所购集装箱均具备铁路运营

资质，提升了公司与铁路承运人的合作粘性，加强了铁路运力的保障。公司自主研发无车承运电

商平台，根据公路运输需求整合全国范围内的优质运力，降低车辆空驶率，实现了公路运输的降

本、减排和增效。 

大宗矿产品物流以进口仓配为核心的经营模式凭借公司的公铁联运优势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

展。 

智能仓储 

公司在中蒙、中亚、非洲重点发展区域的国际陆运口岸投资保税仓库及海关监管场所，满足

中蒙、中亚、非洲国际陆运口岸的进出口货物仓储需求，提供仓储服务，同时为公司在相关市场

和区域开展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关键节点的支持。 

公司自主研发的仓储管理系统、智能卡口管理信息系统等一系列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进出仓

及在仓货物智能化管理，为客户提供智能仓储的增值服务。 

2、供应链贸易服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供应链贸易是以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为基础进行的更全面的资源整合业务模式。 

区别于传统贸易经营模式，公司所从事的供应链贸易服务是根据供应商的要求，向其提供公开市

场交易信息、价格反馈、物流方案、仓储、配送、结算等全供应链服务过程。公司以自身名义进

口商品，之后将商品销售给境内用户，该服务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公司提供的一整套跨境综合物流

解决方案的实施，而非通过赚取商品差价，公司对于商品的买卖价格分别与客户和供应商确定。

供应链贸易的经营模式体现跨境综合物流服务在整个贸易环节中的核心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

力来增加贸易服务价值，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同时避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供应链贸易是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模式。 

(三）公司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综合物流行业，物流是社会商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物流成本是衡量

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2020 年，中国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取得了 2.3%经济增长;外贸



进出口总值实现 32.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9.3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 17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全国

社会物流总额 30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从 1 月 49.9%到 12 月 56.9%，从地区和行业情况看，总体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企业规模看，

中小微型物流企业的业务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继续有所上升，

反映出物流行业回升的基础在进一步改善。2020 年，物流需求结构继续调整，新动能带动引领作

用凸显。工业领域的高新技术物流需求、国际物流需求、网上零售物流需求快速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新产品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物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连接经济的各个部门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

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物流行业的发展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国家发改委等 24 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国家商务部等 8 部门《启

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交通运输部编制《多式联运发展技术指引》等政策、规定，促进物流

行业降本增效，增强物流行业活力和效率水平，对包括跨境综合物流服务在内的整个物流行业产

生深刻的变化；进一步提升了物流行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多式联运综合业务、供应链创新发展

等举措，引领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新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 

公司在综合物流行业中是以国际陆路口岸跨境运输、通关、仓储分拨为核心竞争力的跨境物

流综合服务的领先企业。公司将牢牢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围绕中蒙、中亚、非洲等陆运锁定的国

家和地区大力发展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和供应链贸易业务，加大对核心领域的资产投入，

延长产业链布局，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整体竞争和盈利能力，形成服务产品综合、链条完

整、板块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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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637,446.85 2,396,979,490.27 41.91 2,140,447,382.62 

营业收入 3,281,112,616.81 4,170,611,468.57 -21.33 4,100,862,740.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0,197,958.90 343,331,490.63 4.91 270,034,544.02 

归属于上市公 341,887,109.26 316,047,861.31 8.18 247,893,535.47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64,669,681.72 1,866,183,735.75 15.99 1,577,023,356.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4,166,810.13 393,477,796.47 -35.41 4,289,387.7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408 1.5640 4.91 1.26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5716 1.5640 0.49 1.267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8.10 19.94 减少1.84个百分

点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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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41,029.84 818,397,793.36 1,000,737,739.32 850,736,05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627,352.56 105,450,619.94 128,456,220.00 77,663,76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7,243,549.01 98,461,265.91 123,505,895.94 72,676,39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062,687.48 67,466,495.58 118,500,494.05 98,262,5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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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5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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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 股东 



（全称） 减 量 (%)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况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信益（天津）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520,000 82,320,000 37.50 82,32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韩景华 13,941,519 48,795,317 22.23 48,795,317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孟联 7,226,481 25,292,683 11.52 25,292,683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835,380 2,254,442 1.03 0 无 0 其他 

武子彬 470,400 1,646,400 0.75 1,646,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本利 470,400 1,646,400 0.75 1,646,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侯润平 470,400 1,646,400 0.75 1,646,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白玉 470,400 1,646,400 0.75 1,646,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唐世伦 470,400 1,646,400 0.75 1,646,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泰久睿量化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75,425 975,425 0.4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韩景华直接持有公司 22.23%的股份，孟联直接持有公司

11.52%的股份，韩景华和孟联通过嘉信益控制公司 37.50%

的股份，对公司实行共同控制，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

之外，公司不知晓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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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8，111.26 万元，同比下降 21.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019.80 万元，同比增长 4.91%。公司年末总资产 340,163.74 万元，较年初增长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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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的“44、重要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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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