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9 

 

公司代码：603871                                                 公司简称：嘉友国际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9 

 

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韩景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立

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555,885,615.31 3,401,637,446.85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50,363,654.84 2,164,669,681.72 3.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952,334.18 -30,062,687.48 219.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9,718,567.80 611,241,029.84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4,074,412.89 48,627,352.56 7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3,166,118.96 47,243,549.01 7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81 2.57 增加 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30 0.2215 72.9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83 0.2215 52.73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系由于受疫情影响供应链贸易收入同比下降 21%以及

毛利率相对较高的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同比上升 33.24%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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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750.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1,130.7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33,189.3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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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88,178.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6,592.41  

所得税影响额 -225,005.70  

合计 908,293.9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5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嘉信益（天津）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2,320,000 37.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韩景华 48,795,317 22.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孟联 25,292,683 11.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2,170,566 0.99 0 无 0 其他 

武子彬 1,646,4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本利 1,646,4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侯润平 1,646,4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玉 1,646,4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唐世伦 1,646,4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龙

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龙全 2号私募

投资基金 

1,099,898 0.50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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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景华 48,795,317 人民币普通股 48,795,317 

孟联 25,292,683 人民币普通股 25,292,68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70,566 人民币普通股 2,170,566 

武子彬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王本利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侯润平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白玉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唐世伦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上海龙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龙

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全 2号私募

投资基金 

1,099,898 人民币普通股 1,09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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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23,494,511.35 1,752,412,542.97 -58.71% 主要系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71,85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208,753,440.59 120,417,471.50 73.36% 主要系购买商品

及支付铁路运费

预付款所致 

存货 201,373,693.89 58,940,394.67 241.66% 主要系购买主焦

煤数量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26,251,348.87 18,794,990.24 39.67% 主要系已执行尚

未全部交付业务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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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493,667,486.59 335,998,822.83 46.93% 主要系新办公楼

投入使用所致 

在建工程 129,062,724.56 285,599,906.41 -54.81% 主要系新办公楼

装修完成投入使

用所致 

使用权资产 2,277,400.97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租

赁准则重分类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00,596.19 3,433,034.35 395.21% 主要系内部交易

未实现利润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9,993,030.38 167,535,918.45 73.09% 主要系刚果（金）

卡松巴莱萨-萨

卡尼亚道路与陆

港的现代化改造

项目开工所致 

应付账款 220,060,642.87 166,950,400.17 31.81% 主要系购买商品

应支付款项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32,512,089.67 20,711,718.68 56.97% 主要系报告期末

计提应缴纳税额

较上年有所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56,087,681.08 91,123,637.82 -38.45% 主要系代理业务

形成的代收代付

款项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888,000.00 1,168,000.00 61.64% 主要系可转换公

司债券一年内到

期利息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2,295,831.75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租

赁准则重分类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1,225,389.20 717,546.16 70.77% 主要系销售人员

职工薪酬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1,303,756.44 1,879,162.42 -30.62% 主要系研发项目

报告期内需要投

入的费用较上年

有所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711,130.77 424,486.39 67.53% 主要系取得政府

扶持资金所致 

投资收益 1,033,189.30 3,321,315.57 -68.89% 主要系理财尚未

到期未实现收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9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5,345.42 -1,044,427.03 -103.38% 主要系公司加强

应收账款回收管

理，减少逾期款

项所致 

营业外收入 74,875.49 8,900.08 741.29% 主要系取得保险

理赔款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463,053.52 2,010,000.00 -76.96% 主要系上年度疫

情期间捐款所致 

净利润 84,001,703.88 47,689,284.90 76.14% 主要系由于受疫

情影响供应链贸

易收入同比下降

21%以及毛利率

相对较高的跨境

多式联运综合物

流服务同比上升

33.24%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660,128.73 67,380.70 -1079.70% 主要系外汇汇率

波动对公司外币

报表折算金额产

生波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952,334.18 -30,062,687.48 219.17% 主要系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支

付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1,614,227.84 -828,312,427.92 12.47% 主要系购买理财

产品报告期尚未

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为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支付相关款项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2月15日《关于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35号）的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20,000,0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41.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837,800,000.00元，减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64,498,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773,302,000.00元。公司股票于2018年2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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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80,000,000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合计8名，分别为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韩景华、孟联、武子彬、王本利、侯润平、白玉、唐世伦，合计持有60,000,000股限售股。锁定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公司股东白玉、武子彬、唐世伦、侯润平、王本利，原

锁定期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于2019年1月11日自愿追加锁定期延长至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 

公司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0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总股本增至

219,52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54,880,0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164,640,000

股。2021年2月6日，上述8名股东合计持有的164,640,000股解除限售，并于2021年2月8日起上市

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3.2.2 对外投资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陆港的现代化改造项目的进展 

2019 年 8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陆港的现

代化改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

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陆港的现代化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金额为 229,043,600美元。2019年 8月 12日,公司与刚果（金）政府签署《刚果民主共和国基础

建设、公共工程和重建部与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 号国道线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路段

150公里公路、4座收费站，1座萨卡尼亚边境口岸，1个萨卡尼亚陆港、1座 MOKAMBO边境口岸、

2 个现代停车场和 1 个生活区的融资、设计、建设、布置规划、扩展、维修、运营、保养的公共

服务特许授权协议》（以下简称“特许授权协议”），特许权期限为 25年。 

2021年3月，公司刚果（金）子公司GOLDEN DEER INVESTMENT SARLU(嘉金国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按照刚果（金）政府规定的补偿标准，已经完成本项目重点拆迁区域拆迁合同的签署，包括

萨卡尼亚口岸和道路沿线的金森达镇、莫坎博镇等，其中莫坎博口岸海关监管区的征地工作已经

全部完成，萨卡尼亚口岸海关监管区征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刚果（金）属于雨季，主要施

工以道路清表、维护以及口岸联检楼的工程建设为主。道路全线清表工作已完成90%，涵洞和箱涵

施工已完成60%。萨卡尼亚陆港建设的联检楼、商务楼等已完成场地平整，联检楼等构筑物已开始

基础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卡松

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陆港的现代化改造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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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嘉友转债”开始转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1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72,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720万张，期限6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619.91万元（不含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1,380.09万元，用于卡松巴莱萨-萨卡尼亚道路与港口的现代化与改造项目。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8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72,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9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嘉友转债”，债券代码

“113599”。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嘉友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2月18日至2026年8月4日，转股代

码“191599”。截至2021年3月31日，累计共有67,000元“嘉友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2,69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2%；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719,933,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07%。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19,522,695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嘉友转债”开始转

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8）。 

3.2.4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省嘉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嘉友”）。2021年3月12日，福建嘉友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景华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