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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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0142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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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嘉盛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88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旭阳

曹春伏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10 号东方嘉盛
大厦 6 楼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10 号东方嘉盛大
厦6楼

电话

0755-29330360

0755-29330361

电子信箱

ir@easttop.com.cn

ir@easttop.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2020年经营业绩概述：
2020 年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全球经济活动遭受到巨大冲击。2020 年，东方
嘉盛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并坚决推进落实。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公司全体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和考验，通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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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优化、业务聚焦、战略投资落地等重大动作，最终实现有质量增长，公司净利润再创新高，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在全
球处于历史罕见的严峻形势下，努力向股东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2,698,509,643.16元，同比下降81%,主要是因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总额法核算变成了净额
法核算，代理业务营业收入从原来按照商品销售确认收入转变为按照代理服务确认收入。实现营业利润244,255,230.05元，
同比增长27%。实现利润总额243,952,324.61元，同比增长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6,867,562.55元，同比增
长29%。
2、 主要业务板块经营回顾：
东方嘉盛坚持实施“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纵深发展”和“战略投资孵化”双轮驱动战略发展，全面推进各业务板块一体化供应
链服务协同发展，目前已形成了跨境电商、消费电子、消费食品、医疗健康和其他业务等五大业务板块。

按业务板块划分

跨境电商：
东方嘉盛为跨境电商卖家及电商平台提供商品销售和一体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一体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为电
商卖家设计并执行供应链全程服务。
公司将从跨国企业供应链服务模式复制到跨境电商中，为跨境电商中小客户提供一体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在一体
化供应链管理环节，东方嘉盛主要为拓海外市场的中国卖家提供包括头程运输、海外仓、 货运代理及合同物流。借助于公
司的海外网络布局设施，东方嘉盛可以帮助中国卖家将货物从中国运输到指定的海外仓库，在下任何订单之前就完成了耗时
的过程，包括长途运输及清关。当国际消费者向中国卖家下单后，直接与当地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合作，完成到终端客户
的配送。此外，公司也为中国商家提供直邮模式服务。当海外消费者下单后，公司将负责中国境内的直邮流程，包括进行中
国和目的地国家清关，然后与目的地国家当地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合作，完成从海关到终端消费者的配送。
2020年，公司跨境电商业务营业收入20.0亿元，占营业收入74.27%，同比上升39.2%。据海关统计，2020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约1.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1.1%，东方嘉盛跨境电商业务营业收入2020年同比增长39.2%，增速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一体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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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电子：
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依托保税区全球中心仓，为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核心电子元器件仓储、物流、通关等供应链服务。
鉴于3C电子产品的高价值及易碎性，该行业客户需要专业的运输及配送能力以确保该等产品可及时安全地送达客户。供应
链服务经验、自动化水平、数字化及智能决策方面的能力以及关键物流运营环节（包括仓储、运输、分拣及配送等）是核心
关键，在该领域，公司与众多世界知名500强企业保持了10年以上的服务经验，能够极大地帮助客户提高了3C电子供应链物
流的速率、准确性及生产力。
2020年，公司消费电子业务营业收入2.4亿元，占营业收入9.06%，同比降低98.0%，主要是因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总
额法核算变成了净额法核算，消费电子代理业务营业收入从原来按照商品销售确认收入转变为按照代理服务确认收入。

消费电子业务模式：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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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电子业务模式：出口

消费食品：
食品及生鲜冷链产品的运输及配送，需要冷链物流能力及基础仓储设施（例如实时温湿度控制系统、定制包装能力、
自动制 冷设备及温控车辆）以确保于储存及配送过程中温度控制适宜。为了最大程度缩短易坏产品源产地与终端客户间的
距离并缩减其转运次数，需要更有效率的供应链管理，该领域的准入门槛较高，属于重资产投入行业。东方嘉盛在上海洋山
港自有冷库超过10000平米，能为长三角地区的大型连锁超市、生鲜平台、农贸集市提供高质量的供应链物流服务。特别是
去年疫情爆发后，需求大量增加，公司加大了在智慧冷链一体化方面的布局，去年以来新增及储备客户呈现明显加速增长趋
势。
2020年，公司消费食品业务营业收入6247.0万元，占营业收入2.32%，同比上升18.3%。公司消费品食品收入增长稳定。

消费食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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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
目前，东方嘉盛已拥有二、三类批零兼营及其他相关的医疗健康运营服务资质，可为其他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医疗健康
第三方物流贮存、配送服务。在仓储方面，拥有近3000平米的深圳前海医疗健康全球中心仓，帮助各类客户提供从采购、清
关、储存、运输、装卸、终端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集成，真正实现医药流通的降本增效，有效解决了医疗健康在流通过
程中的常见管理漏洞，并建立一个正规可追溯性的医疗健康市场体系。公司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健康耗材供应链集中采购配
送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医疗健康耗材智慧供应链管理，运用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的综合服务云平台连接医疗
机构与供应商、生产厂商、金融机构，创新性地为供应链各参与方提供包括医疗健康耗材供应链方案设计、仓储物流、渠道
分销、供应链金融、信息系统等支持，形成供应链的电子大数据，完成医疗健康耗材的编码统一，实现端到端的可追溯管理，
形成物联网技术加云平台的行业级创新模式。
近年来，公司积极通过外延式的战略投资，拓展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供应链业务。公司战略入股了华大智造和疫苗细分
领域龙头企业罗益生物。今后，随着国家医药改革不断加深，医药资源向基层医疗组织延伸，药品及医疗健康流通渠道向扁
平化、纵深化发展，对供应链物流企业的网络广度和深度，以及品质与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东方嘉盛将依托自身仓储物流网
络、资源集约化管理先进供应链服务经验，持续健全更深更广的医疗健康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全程可控的一
站式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及服务。
2020年，公司医疗健康业务营业收入4661.7万元，占营业收入1.73%，同比上升6.6%。医疗健康业务战略投资与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完成，未来有望迎来高速增长。
其他业务：
其他业务包含AI报关业务、工业品供应链业务等。长期来看， AI报关机器人将优化报关流程，提高报关效率，降低
报关成本，增强公司数字化供应链的竞争力。
2020年，公司其他业务营业收入3.4亿元，占营业收入12.61%，同比上升98.2%。主要是因为，2019年下半年东方嘉盛
收购上海兴亚，仅有5个月营业收入计入报表，2020年全年收入计入报表，因此2020年其他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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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2,692,777,521.82

14,124,311,734.95

-80.94%

12,896,315,66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867,562.55

152,960,224.09

28.71%

134,734,4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989,977.04

122,583,578.99

40.30%

108,399,224.88

49,114,634.67

151,896,702.03

-67.67%

153,415,76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3

1.15

24.35%

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3

1.15

24.35%

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8%

10.04%

1.74%

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711,438,084.86

12,189,424,782.91

-36.74%

7,741,958,04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43,586,246.63

1,592,959,620.16

9.46%

1,429,210,7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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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46,591,628.77

592,364,213.08

880,238,244.91

973,583,43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10,908.45

63,560,847.82

41,748,604.36

57,347,20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25,310.46

51,956,735.61

39,370,772.79

51,737,15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866,327.01

205,995,192.93

5,274,339.63

26,711,4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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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11,783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1,10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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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孙卫平

境内自然人

46.11%

63,677,000

47,757,750

邓思晨

境内自然人

12.89%

17,800,000

0

邓思瑜

境外自然人

12.89%

17,800,000

0

上海智君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中心（有限
法人
合伙）

1.09%

1,500,000

0

罗健思

境内自然人

0.45%

623,000

0

李卫

境内自然人

0.22%

300,000

0

#高雷

境内自然人

0.22%

299,254

0

陈惠

境内自然人

0.21%

295,700

0

王爱华

境内自然人

0.17%

239,000

0

#杨荣贵

境内自然人

0.17%

237,500

0

数量

1、孙卫平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2、孙卫平女士与邓思晨为母女关系；
动的说明
3、孙卫平女士与邓思瑜为母子关系；
4、孙卫平女士为上海智君的实际控制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股东高雷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300 股；股东杨荣贵通过客户信用
说明（如有）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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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深化并完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进一步完善国内网络布局，并积极探索全球化布局策略。在“科技创新、
智慧服务”的理念下，公司加强与世界 500 强公司的紧密合作联系，并尝试与新经济领域优秀企业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供应链
管理服务的新场景与新模式。
公司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的价值创造体现为：通过为每一个客户设计并实施供应链解决方案，将上下游各环节厂商整合
成一个网络，并有效管理供应链各环节上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客户外包环节与非外包环节的无缝连接，从
而帮助客户将精力专注于核心业务和核心优势，在提高客户效率、提升对市场的响应速度、降低供应链成本的前提下分享收
益，并使公司深度嵌入到客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成为客户价值链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 2,698,509,643.16 元，同比下降 80.91%；实现利润总额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952,324.61 元，同比增长 26.4%；实

196,867,562.55 元，同比增长 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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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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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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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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 13 号”)。
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
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采用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
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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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预收
款项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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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
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其他流动负债

影响金额（2020年1月1日）
29,013,926.17
-31,980,092.40
2,966,166.23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影响金额（2020年度）
-2,358,852,492.80
-2,358,852,4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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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共 52 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
围比上年度增加 6 户，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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