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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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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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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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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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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72,899,249.86元。母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18,751,434.42元，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75,193,526.00元。 

截至年报披露日，公司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及利息合计 9.41亿元，同时由于公司配

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乌鲁木齐北站综合物流基地项目”（二期）将继续建设，公司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配套募集资金 5.05亿元需归还，公司在未来一年内确定性的现金支出额度较大。同

时受新冠肺炎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依然

严峻、复杂、多变。为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维护全

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保障公司现金流的稳定非常重要，公司 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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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汇物流 600603 大洲兴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进 杨雪清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

中信银行大厦44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中

信银行大厦44楼证券部 

电话 0991-6602888 0991-6602888 

电子信箱 ghwl@chinaghfz.com ghwl@chinaghfz.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综合园区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积极鼓励发展临空经济区，相继出台了《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强调要形成“机场-产业-城镇”的发展模式，加强临空经济区的

产业转型和升级，推进商贸物流、文化科教的发展，打造航空优势产业的集聚。自治区《关于进

一步促进新疆民航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新疆民航的支持力度，助力新疆民航实现

跨越式发展，重点是凸显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作为全国五大门户机场的战略地位，积极打造空中丝

绸之路。因此，乌鲁木齐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作用日益凸显。 

乌鲁木齐临空经济示范区规划范围 135.6 平方公里，目标是立足新疆地处亚欧腹地的优势区

位，依托乌鲁木齐机场的门户地位，联动综合保税区、国际陆港区等外向型功能区，聚焦“大枢

纽、新制造、优服务”三大功能板块，建设成“人产城融合发展、临空产业特色鲜明、配套设施

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内一流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乌鲁木齐临空经济示范区是贯彻落实国

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的建设和进一步发挥乌鲁木齐连接亚欧大

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作用意义重大。当前，随着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楼北廊主体

结构全面封顶，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二）冷链物流行业 

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销地冷链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2020 年，中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超过 3800 亿元，冷库库容

近 1.8亿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约 28.7万辆，分别是“十二五”期末的 2.4倍、2倍和 2.6倍左

右，初步形成产地与销地衔接、运输与仓配一体、物流与产业融合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新冠疫

情的爆发对于中国的冷链物流行业，尤其是对冷库存储带来了重大影响。由于社交隔离，居民开

始更多的使用电商平台进行网购，由此带来了庞大的生鲜和药品的网购量，这进一步带动整体冷

链物流市场持续升温。据中商产业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 2020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为 3641.3亿

元，同比增长 42.54%，约是 2016年的 4倍。 

2021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我国冷链物流领域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四五”

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联通国内国际的

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

基本建成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核心、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为支撑的三级

冷链物流节点设施网络。该规划的发布，明确了冷链物流顶层设计，确定了发展路径，冷链物流

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三）房地产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4 亿平，同比增速 1.9%，销售金额



18.19万亿元，同比增速 4.8%。上半年商品房销售延续 2020年下半年的繁荣景象，销售额和销售

面积持续双位数增长，销售均价维持在 1 万元/平以上。6月后新房市场销售断崖式下跌，8月开

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进入两位数负增长，并维持至年底。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下半年

持续低位运行，9 月开始进入负增长，12 月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 13.9%，房企资金压力大，

预售监管严，开工意愿低。土拍热度持续下降，受限于资金周转压力，民营房企缓拿地不拿地，

31 个重点城市二、三轮集中土拍显著遇冷，底价成交常态化。自 2020 年末出台“三道红线”政

策以来，房地产调控持续加严，房企融资端、经营端现金流先后受阻，越来越多的房企违约，房

地产行业在 2021年下半年进入“寒冬”，正式步入探底阶段。 

中央始终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在 2021年末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均提出“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健康

发展。”在因城施策背景下，地方性政策转松改善的窗口有望打开。  

（四）铁路物流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储备基地。国家发改委的《关于新疆大

型煤炭基地建设规划的批复》（发改能源[2014]387 号） 明确指出，新疆大型煤炭基地是我国煤

炭生产力西移的重要承接区，由吐哈、准噶尔、伊犁、库拜四大区组成，包括 36 个矿区。根据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发布的《煤炭工业“十四五”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在 

“十四五”仅有蒙东、陕北和黄陇、新疆基地产量目标有所放大，其中新疆产量稳定在 3 亿吨/

年左右。随着国家能源开发（特别是煤炭资源）向西迁移，疆煤外运成为关键制约因素，铁路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 

正在建设的将淖铁路项目位于新疆自治区东北部，途径吐哈区内的淖毛湖、三塘湖及巴里坤

三大矿区以及准嘎尔区内的西黑山和将军庙等矿区，贯穿“哈密-准东”两大国家级煤炭基地，区

域内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易开采且煤质好，适合发电及煤化工，大部分矿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发

阶段，配套的煤化工、电解铝等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中，将成为新疆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二、公司业务情况 

（一）美居物流园平稳征迁 

为积极应对家居建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景气度不断下滑的变化，扭转美居物流园出租

率持续降低、收入逐年下降的趋势，公司在着力打造KL星品汇网红新业态的基础上，积极响应辖

区政府城市更新行动号召，借助美居物流园部分楼座被纳入乌鲁木齐市和高新区（新市区）政府

2021年度老城区提升改造项目的契机，以“颠覆性”的转型谋划美居物流园改造升级。经过与政

府充分沟通，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中物流”）与

政府相关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公司有条不紊安排搬迁事宜，妥善安置搬迁商户，相

关工作顺利实施。公司将借助美居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打造乌鲁木齐首个以公共交通为导向（TOD），

集中央商务区（CBD）、旅游商务区(TBD)、休闲商务区（RBD）、中央居住区（CLD）为一体的特

大型城市综合体，实现城市形象、经济效益和企业品牌“三箭齐发”。 



（二）格信项目顺利收购 

2021年8月6日，亚中物流与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房产”）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收购广汇房产持有的新疆格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信公司”）65%的股权，

取得了格信公司的控制权。格信公司现有土地6,573.17亩，全部紧邻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具有突出交通优势及土地综合利用优势，是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区域。项目收购完成后，公司

将根据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两级党委政府关于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机遇的总体要求

以及高水平建设临空经济区的决策部署，打造“丝路之光”国际物流新城项目，建设新美居商贸

物流园、汽车产业园、冷链物流园、特色文旅产业园、临空总部产业园，将格信项目打造成“一

带一路”战略版图上的空港商贸物流的新锚点，临空经济产业新平台。目前，该项目已被列为自

治区、乌鲁木齐“十四五”重点投资项目。 

（三）冷链业务稳步发展 

2021年，汇领鲜公司积极克服疫情冲击、招商受阻等困难，化危为机，充分利用自身软硬件

优势，上线防疫赋码平台，在疆内首次实现货物转运实时跟踪溯源，被确定为乌鲁木齐市冷链食

品集中查验仓，大幅带动了业务量提升，仓储业务出租率由年初的23%最高提升至91%，获得每月

100万政府资金补贴，并获得中央财政500万元项目资金支持，有力保障了乌鲁木齐北站综合物流

基地项目和冷链业务的稳步发展，公司向构建立足新疆，辐射全国的新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打

造“一带一路”领先的生鲜供应链平台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四）地产项目稳中有进 

2021年，面对房地产行业“寒流”，公司狠抓工程质量、进度管理和成本管控，保障了所有

在建项目平稳有序。公司多措并举促进房产销售，在售的御园二期、成都雪莲天府、汇润城一期、

颐景庭院、御锦城、汇茗轩、眉山汇茗城、桂林汇悦城等项目，得到市场积极回应。其中：雪莲

天府项目创造性地把艺术与地产结合，打造艺术生活集群，取得了市场极佳反响，一年多时间即

实现了基本清盘。御锦城项目以高品质、高标准赢得客户青睐，销量始终保持业内领先。 

（五）保理和供应链业务稳健开展 

汇盈信保理公司有效转换业务模式，调整业务结构，在熟悉的领域对熟悉的客户开展业务，

控制规模，加强清收，有效控制了经营风险。汇融通供应链公司积极创新业务模式，保持与大型

央企、新疆龙头企业的供应链业务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六）主业转型推进有力 

公司以参股将淖铁路项目为抓手，稳步开展加强主业的各项工作，努力推动物流主业确立、

战略转型，打开了未来发展蓝图。将淖铁路项目（股权占比18.92%）已于2021年4月份开工，预计

2023年三季度建设完成，达到运营状态。该项目通过连接阿富准铁路、红淖铁路，打通“丝绸之

路”北线铁路大通道，贯穿“哈密-准东”两大国家级煤炭基地，满足准东、三塘湖、淖毛湖矿区

煤炭、煤化工产品、电解铝外运需求，成为北疆地区物资出疆的新通道，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必将为加快夯实物流主业，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三、公司经营计划 

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多变，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公司将

牢固树立“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指导思想，紧抓“重大项目、主业转型”两条主线，以“提质升

级”为目标，创新经营思路，严控各类风险，完善治理结构，“精、细、准”地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抓住机遇推进上市公司物流主业转型战略落地，推动企业稳中有进，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全力推进主业转型落地。要积极配合做好将淖铁路建设关键期的保障工作，确保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任务，严格按照计划进度推进项目建设。提前做好将淖铁路后续运营的准备工作。

积极通过参与将淖铁路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准备工作，寻找新资源，挖掘新业态，打造优势突出、

服务专业的物流品牌，加快推进广汇物流主业转型战略落地。 

（二）狠抓冷链业务提升。汇领鲜公司借助疫情对监管仓有利需求，加大招商力度，提高运

营效率，在保持现有出租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出租率及知名度。要以冷链仓储业务为依托，充

分发挥新疆资源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及疫情期间打造的品牌优势，积极推进与连锁商超、

生鲜龙头企业、大型农产品贸易商等企业的合作，逐渐形成连接上下游的自贸供销体系。进一步

加快发展生鲜供应链平台业务，协同中央厨房、城市配送、零售终端等社会性资源，形成完整的

生鲜供应链线上、线下一体化业务体系。 

（三）谋划好格信项目。谋好篇，布好局，最大限度发挥临空经济优势，加快推进“丝路之

光”国际物流新城项目筹划、准备工作，合理做好汽车产业园、临空物流港、配套住宅等前期项

目的联动开发，做好开局，为该项目后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四）进一步优化保理和供应链业务。汇盈信保理公司和汇融通供应链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司资金优势和客户资源优势，优中选优，控制规模，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提升经营质量。要加快对存量风险业务的处理，加大清收力度，抓住熟悉领域的低风险业务机会，

保持业务稳定。 

（五）加快推进房地产去化。公司存量房地产项目要始终坚持质量为中心，以成本管控为抓

手，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存量地产项目地段好、定位清晰、成本低的内在优势，创新营销模

式，加快去化。全力确保御锦城、桂林汇悦城项目、雪莲堂项目高品质交付，其它在建项目将保

持合理进度，为销售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六）不断提升商业管理能力和水平。商管公司要针对疫情后商业特点，进一步提高招商及

服务水平，加强落实稳商、扶商措施，提升在管项目品质，增强项目吸引力。要全面创新管理模

式，推行项目内部“承包制”，充分激发项目内生动力、管理活力、创效潜力，实现目标管理资

源收益的最大化。成立专业的前置服务团队，积极做好美居升级改造、新疆格信“丝路之光”、

成都雪莲天府商业等重大项目策划、定位、招商、运营等工作，提升项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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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916,393,362.19 18,090,579,047.04 17,205,922,807.91 -17.55 16,076,860,681.20 16,076,860,681.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71,593,582.98 7,341,128,526.23 6,769,848,414.08 -26.83 6,467,870,694.19 6,467,870,694.19 

营业收入 3,317,352,544.83 4,394,432,384.15 4,393,481,241.34 -24.51 2,869,496,571.50 2,869,496,571.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2,899,249.86 823,869,136.66 828,742,429.66 -30.46 818,608,623.33 818,608,623.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0,832,623.53 919,794,998.16 924,187,480.26 -44.46 854,508,480.46 854,508,480.4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5,379,199.15 1,684,851,233.49 1,695,024,824.81 -20.74 1,468,323,703.40 1,468,323,703.4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67 11.23 12.73 

减少

3.56个

百分点 

11.96 11.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69 0.69 -30.43 0.66 0.6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69 0.69 -30.43 0.6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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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881,972.28 876,898,336.48 665,737,861.64 1,067,834,37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737,104.72 182,527,875.86   72,179,518.33 163,454,75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8,988,842.60   178,192,538.27   70,803,227.91 112,848,01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5,022,386.73  1,095,467,718.86  231,076,342.81  373,857,524.2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5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280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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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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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0 541,213,926 43.06 0 质押 426,5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 0 81,545,320 6.49 0 质押 75,545,3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安龙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1,057,900 75,542,108 6.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908,600 56,566,272 4.50 0 质押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0 32,253,164 2.5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22,670,001 28,295,824 2.25 0 质押 28,295,8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姚军 0 10,193,165 0.81 0 质押 10,193,163 境内自然人 

刘晓天 5,837,200 5,837,2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奕忠 4,326,664 4,326,664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283,100 3,930,000 0.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广汇集团与广汇化建为一致行动人外，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

十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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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17亿元，同比下降24.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3

亿元，同比下降 30.4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3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