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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00-11:00 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

事长高少镛先生、总裁吴韵璇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范丹女士、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曾源先生出席了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主要内容包括：1.董事长致辞；2.总裁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

度经营情况介绍；3.回答投资者提问。 

网 络 交 流 内 容 可 登 录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以下为公司业绩说明会召开的主要内容： 

一、董事长致辞和总裁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介绍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72.64 亿元，同比增长 89.3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0 亿元，同比增长 66.7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 亿元，同比增长 285.5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65%，同比增加 5.05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1.09 元，同比增长 87.93%。 

具 体 内 容 可 登 录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http://roadshow.sseinfo.com）回看视频。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上半年公司实现利润中供应链板块贡献占比？供应链板块下半年及未来

能否保持盈利能力？ 

答：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0 亿元，其中供



应链板块贡献占比约为 40%，供应链板块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 

公司已收到转让房地产项目的 103.49 亿元，这部分资源将有较大比例投入

到供应链管理板块。公司将推动业务模式创新，加强全产业链渗透，构筑核心竞

争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等，促进供应链板块经营提质增效。公司有信心保持供应

链管理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2.公司上半年供应链营收和利润大幅增长，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答：2021 年上半年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促转型、谋发展、深化渠道资源整

合，实现营业收入 2,410.26 亿元，同比增长 98.08%；毛利额 42.80 亿元，占公司

全部毛利额的 80.50%，毛利率同比增加 1.31 个百分点；完成进出口总额 75.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62%。公司优势品类钢材、铁矿、纸及制品、纸浆、PTA、

煤等的经营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报告期内销售量大幅增长，其中：钢材同比增

长 69%，铁矿同比增长 13%，纸及制品同比增长 148%，纸浆同比增长 49%，PTA

同比增长 61%，煤同比增长 81%。 

公司各产品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主要因公司的

供应链运营能力持续提升，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同时也受益于大宗商品的价格上

涨，综合实现了量、价、利齐升。 

3.公司提出的供应链一体化，上半年有新增相关的项目吗？ 

答：公司凭借多年深耕供应链行业积淀的经验，整合商流、物流、资金流和

信息流，推广和升级供应链一体化，现已形成“铁矿-钢铁”“纺织原料-服装”“橡

胶-轮胎”“林-浆-纸”和“农牧产品”等垂直产业链。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紧

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提供全产业链增值增效服务，解决客户稳货源、降成

本、控风险等核心诉求，助推公司和产业链上下游提质增效。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成立厦门启润农资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化肥产业战

略布局；落地山东方圆供应链一体化项目，进一步拓展铜、锌等有色产业链；落

地宜润能源合资项目，建立健全了矿山-港口-终端的煤炭产业链；落地金盛兰国

贸合资项目，黑色金属产业链再添生力军；落地启鸿包装合资项目，在潮汕地区

建立纸张分切配送服务平台，继续推进“林-浆-纸”产业链的一体化。 

4.上半年公司拓展新的业务品类的情况如何？  

答：公司积极探索、发展新的业务品类，废钢、煤焦、化肥、石油焦等品类



已形成规模，2021 年上半年合计营业规模逾 50 亿元。 

5.最近硅料价格涨幅明显，请问公司大宗商品贸易的硅是什么类别的硅？  

答：公司开展金属硅的供应链管理业务，贸易量位居全国前列。公司控股子

公司怒江国贸硅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属硅应用于冶金与化学行业，是冶金硅、多

晶硅的原材料。怒江国贸硅业目前占公司营收和利润比重较小。 

6.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如果下行或波动，

是否存在经营风险？ 

答：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为客户提供资源整合、渠道拓展、物流配送、价格

管理、风险管控、金融服务、数字化运营、产业投资等综合服务，并据此获得增

值服务收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虽对现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但公司对宏观经济、

市场行情或趋势的研发能力较强，经历了多个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周期，积累了丰

富的商品衍生工具运用及风险管理经验，依托一体化渠道资源整合能力，能保证

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公司将继续增强创新活力，不断孕育业务商机，融入“畅

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7.请问公司如何运用智能化、数字化助力发展供应链业务？ 

答：公司持续推进供应链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引擎、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以业务场景为触点，将 5G+物联网、云技术、区块链、AI、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在供应链各环节进行深度融合，构建了集供应链一体化协同平台、客商

大数据平台、国贸云签、国贸慧通、国贸天眼等数个平台共同组成“国贸云链”

的生态圈，以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实现模式创新和降本增效。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启动数字化转型规划咨询和 ERP 重构等提升项目，并

引进供应链大宗商品解决方案；“国贸云链”生态数字化平台解决产业链上下游

客户的各种业务场景问题，运营效率明显提升；与中国（厦门）供应链科创中心

开启“供应链大数据创新实验室”战略合作，通过技术与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及

实践创新应用，助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提升管理决策能力；成立厦门零碳启润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借助零碳智慧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推动公司向工业互联网和数

字化智能化业务领域发展和供应链智能化升级；与宝武集团下属的欧冶金服合作

开出了国内首单区块链跨境信用证，与澳洲矿山力拓完成了首单人民币区块链信

用证，持续探索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场景的融合与实践。 



8.公司对供应链业务的战略定位如何？未来有什么布局规划？ 

答：公司将加强全产业链渗透，持续打造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运营、大客户管

理、一站式服务等核心竞争力，提升现代物流服务能力，巩固并提升在供应链行

业第一梯队的优势地位。同时，通过上下游布局模式革新、数字化技术赋能业务

转型等方面积极探索供应链新模式转型，驱动供应链管理业务整体盈利水平提

升，积极拓展新品类，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优化经营品种的强弱周期组合，保

证公司盈利能力持续稳定的增长。 

9.公司健康科技业务将如何发展？目前有哪些进展？ 

答：公司今年上半年制定了健康科技业务的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将围绕医疗

器械与养老服务两大核心主业，协同医疗健康大数据和健康服务两大支撑产业，

构建科技赋能型、集成服务型大健康领先企业。今年上半年，公司设立厦门国贸

宝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布局医药代理业务，已取得 9 家药企 15 种药品代理权；

医疗数字供应链平台正式启动，可实现对医疗产品和生产企业信息的及时跟踪，

并与市场上常用管理平台实现智能交互，具备货源可溯、高效协同、风险可控等

综合优势，推动医疗供应链业务快速发展。国贸健康科技与厦门市卫健委共同合

作开发的“智慧检验”产品在“美丽厦门智慧健康”公众号平台正式上线，该产

品为福建省首创医疗大数据在 C 端的应用，未来还将不断进行迭代升级，将服

务延伸拓展至更多便民应用场景，加快促进数据创造价值。 

10.贵司在退出房地产业务后，接下来的经营计划和方向主要有哪些？ 

答：公司将合理配置供应链、金融、健康科技三大板块的资源，推动各板块

协调发展。同时，聚焦全方位、全链条、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科技赋能助力业

务。一要推进供应链管理的转型提升。进一步加大供应链管理板块的投入，以数

字化技术赋能业务提质转型，继续升级和寻找供应链一体化项目，同时加快投资

并购步伐，以投资并购方式落地优质项目和吸引产业人才，持续优化供应链产业

链布局。二要推动金融服务的产品创新和强化协同。持续探索供应链+金融、供

应链+健康、金融+健康等一体化的协同模式，共享资源优势和信息渠道，坚持

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服务板块盈利能力及竞争力。三要推动健康科技战略规

划的实施落地。要做强医疗供应链业务，加快在医疗器械、养老服务、医疗大数

据、健康服务等领域的布局。 



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强化风险防控。继续推行“赛马机制”，一方

面加大外部横向对比，以战略为导向对标标杆，比学赶超；另一方面内部多个业

务品种间、区域公司间开展“赛马”，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向市场要规模、要

利润。同时要强化风险意识，加强对宏观环境及各商品市场趋势的研判，为业务

的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提供支持，服务业务发展。 

11.今年 A 股多家公司中期现金分红，作为蓝筹绩优却长期股价表现欠佳的

国贸，有无此类规划？ 

答：公司管理层十分关注公司股价变动和市值情况，股价波动受宏观政策、

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公司已公告《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21 年-2025 年）》

和《未来三年（2021 -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公司新一轮五年战略规划以供

应链管理与金融服务业务双轮驱动，发展大健康等战略新兴业务，持续创造新价

值；2021-2023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将由每年度不低于净利润的 10%提高到

30%，大幅提高分红比例，展示出公司的经营实力、发展信心以及公司诚意回馈

股东的决心。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6 元，与上

一年方案相比每股派发红利翻倍。此外，公司还在 2020 年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深度结合。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72.64 亿元，同比增长 89.3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0 亿元，同比增长 66.7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 亿元，同比增长 285.5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65%，同比增加 5.05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1.09 元，同比增长 87.93%。

公司将继续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与市场各方加强交流，为传递公司价值、提升公

司市值做出积极努力。 

12.地产业务剥离后公司会怎么安排这笔资金呢？ 

答：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的全部转让价款 103.49

亿元。对于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公司后续将根据战略规划，集中资源投入供应

链管理与金融服务两大核心主业，加快供应链、金融主业的发展，积极培育健康

科技等战略新兴业务的发展。公司将有较大比例投入到供应链管理方面，构筑核

心竞争力，延伸产业链上下游，推进数字化转型等。公司将注重长短期资源的优

化配置，锻造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3.公司上半年转让国贸地产 100%股权和国贸发展 51%股权取得的 16.96

亿元的收益全都体现在中报里了吗？ 

答：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包括转让房地产子公司股权

产生的转让收益。 

14.请问房地产分公司转让后，增厚了中报收入多少？航运公司增加了多少

收入？ 

答：公司转让国贸地产 100%股权和国贸发展 51%股权取得 16.96 亿元的转

让收益，实现税后归属净利润 10.22 亿元。 

2020 年，公司把握市场机遇，购进 3 艘巴拿马船型散货船，增强公司物流

核心能力。公司已具备一定规模散货船队，目前自有船舶 6 艘，管理船舶 10 艘。

受益于航运市场运费上涨，公司航运业务取得较好经营效益。 

15.今年上半年贵司转让了地产资产，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净利润

仍大幅增长，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答：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85.58%，主要系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9.45 亿元以及非

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 6.74 亿元。报告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主要系公

司为配套供应链管理业务的现货经营，运用期货合约和外汇合约等金融工具对冲

大宗商品价格及汇率波动风险，相应产生公允价值变动亏损。报告期主要套保品

种的现货价格上涨，现货销售实现较大盈利，相应的期货合约为亏损。公司合理

运用期货合约等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实现了业务利润和营

业规模的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