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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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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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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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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利润不作分配；不作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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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物贸 600822 物贸中心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物贸B股 90092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伟 徐玮 

电话 021-63231818 021-632318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2550号3楼A座 上海市中山北路2550号3楼A座 

电子信箱 600822@shwuzi.com 600822@shwuz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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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284,836.63 1,710,700,769.15 6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5,987,103.87 603,486,741.81 5.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2,973,733.12 -42,300,231.7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600,133,198.98 3,390,488,014.70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884,889.76 30,857,169.79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89,090.00 30,857,169.79 -1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835 5.2410 减少0.25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23 0.0622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724 

 其中：A 股 40,996、B股 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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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8.10 238,575,962 0 无 0 

周海燕 境内自

然人 

0.51 2,533,000 0 无 0 

胡海艳 境内自

然人 

0.50 2,472,700 0 无 0 

吴渝丽 境内自

然人 

0.33 1,635,500 0 无 0 

宋伟铭 境内自

然人 

0.31 1,533,641 0 无 0 

上海沪北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22 1,098,07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1,080,982 0 无 0 

章向东 境内自

然人 

0.21 1,051,801 0 无 0 

冯琼 境内自

然人 

0.20 1,000,000 0 无 0 



卢开武 境内自

然人 

0.20 996,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百联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 规划引领、创新转型、服务增效、管控提质”为主线，调整经营结构，

促进企业传统经营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 亿元，同比增长

6.18%；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088.49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汽车贸易加快拓展布局，新车销售逆势增长。百联汽车年初从主机厂获得上汽荣威和凯迪拉

克授权新增两家 4s 店的经销权，在奉贤金海公路 1611 号地块对 4S 店销售展厅、售后维修站和配

件仓库进行改建；同时完成南汇市北汽车 4S 展厅的升级改造和张杨路凯迪拉克展厅、名爵展厅及

阳光易手车展厅的试运营。在 4 月下旬为期十天的国际汽车展中，实现新车订单 304 笔，订单金

额 6,067 万元。针对国五排放标准车型清库计划，各品牌 4S 店与主机厂积极及时沟通，全方位展

开清库行动，上半年国五排放标准车型库存全部销售完毕。 

公司二手车交易市场积极应对政策变化，调整二手车交易网络，确保办证业务正常开展。公

司二手车交易市场已成功申请到沪 C 牌照制作点的设立资格，下半年可以顺利投入使用，进一步

提升了市场竞争力。2019 年 1-6 月，二手车交易量 5.6 万量，同比增长 13.82%。 

有色金属交易平台积极推动诚信平台建设，平台收入和规模均有所增长。在去年 5 月试行自

主交易仓单公示，对接上海市商委指定的第三方公示机构的基础上，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研究准仓

单的相关规则，并推进结算模式创新，通过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融合发展，提升平台服务性收

入和交易规模。1-6 月平台交易额 38.16 亿元，实现服务性收入 59.1 万元，同比增长 103.3%。 

仓储物流做强做深金属物流主业经营，精准服务创收增效。生资物流基地打造大宗商品物流

“智慧眼”，一是通过电子匹配系统，即时推送开单和出库即时信息，逐步推进电子磅称重数据的

实时采集、车辆运行路径规划、业务报表统计等相关的信息化功能，逐步由传统单一的物流运营

商向为大宗商品贸易及电商平台提供配套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型。二是以上游大型贸易商和

下游中小型贸易分销商不同需求为切入点，在商品到港入生资物流库的前提下，通过供应链服务

的方式，探索开展以物权管控为核心的物流金融服务业务。2019 年 1-6 月，仓储物流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 24.78%，净利润同比增长 64.31%。 



化学品贸易发挥品牌销售代理优势，做好重点用户营销。晶通化学在今年再次获得了德国巴

斯夫、克莱恩染料的代理经销权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客户湖南关西涂料厂染料销售力度，2019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133 万元，毛利 101 万元。根据重点客户对品种的需求，分析市场行情

择优采购。公司下属零星危险品化工物流公司引进大客户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各

类试剂分拣发货增值业务，整体经营扭亏为盈。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

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和在活跃市场中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

予以列报。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