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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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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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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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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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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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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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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税科技 600794 大理造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保进 常乐庆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石化交易

大厦27楼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金港

路石化交易大厦27楼 

电话 0512－58320358 0512－58320165 

电子信箱 chenbj@zftc.net changlq@zftc.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码头仓储业务，智慧物流电商平台和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一体的创新型综合物流



服务商,主营业务涵盖液体化工仓储和固体干散货仓储综合服务，为液体化工产品的生产厂商和贸

易商等提供智慧物流服务和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适量参与化工品贸易、代理业务和二级市场投

资。 

2、公司的经营模式 

（1）码头仓储综合服务：①通过子公司长江国际自有码头、管道、储罐、发货栈台等设施为

客户提供包括码头装卸、仓储、保税交割业务、物流分拨，租罐和码头船舶过泊等服务，为后方

库区提供码头和管道配套服务。②通过子公司外服公司自有仓库为客户提供固体干散货仓储物流

和仓库租赁等服务。 

（2）智慧物流电商平台：子公司长江国际和电子商务公司自主开发的长江国际网上仓储智慧

物流服务平台和苏交网电商平台，两大平台既独立运营，又相互连接，构建成新的平台服务体系，

统称为“智慧物流电商平台”。智慧物流电商平台为客户提供网上下单、费用结算、货权交割、自

助提货、自主查询及无风险、高效率交割支付通道的增值服务和供应链金融服务。 

（3）代理和自营贸易业务: 子公司保税贸易依托公司平台和客户资源优势，专注于为液体、

固体散化仓储、整车进口以及进口消费品等客户提供代理开证、代理采购、套期保值和供应链延

伸等综合服务。同时，围绕公司南北联动整体经营目标开展业务。  

（4）投资业务:通过子公司上海保港基金参与对公司有协同效应的标的项目的资本投资和资

产整合，完善公司的产业结构，同时少量参与二级市场投资。 

3、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仓储品种乙二醇（MEG）主要应用于聚酯涤纶、聚酯树脂、PET、合成纤维、吸湿剂、

增塑剂等多种化工产品的生产，其中用于聚酯生产的比例高达 80%以上。2019 年我国聚酯产能增

速 9.15%，聚酯行业的稳定发展保障了国内乙二醇需求的稳中有升。基于我国“富煤缺油少气”

的资源特点，国产乙二醇 80%以上为煤制乙二醇，由于煤制乙二醇受成本、技术成熟度和产品品

质等因素制约，我国乙二醇对外依存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乙二醇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进口量分别为 870 万吨、980 万吨和 995 万吨；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59.32%、58.59%和 59.40%。 

公司所在地张家港保税区是全国液化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液体化工品进口量居全国前列。

长江国际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华东地区龙头液化仓储企业之一，2019 年乙二醇进口量占全

国总进口量的 33%左右。乙二醇月平均库存量占华东地区乙二醇月均库存量的 65%左右，占张家

港本地总库存 95%左右。其他品种如二甘醇进口量占全国总进口量的 28%左右，甲醇等品种业务

量也稳中有升。 



在此基础上，长江国际客户群体涵盖一万余家化工品贸易商，形成了活跃的化工品贸易氛围，

其库内乙二醇成交价格对乙二醇现货市场价格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公司结合多年来对客户贸易方

式和交易特点的深入研究，开发出了行业领先的智慧物流电商平台，为客户提供包括码头仓储装

卸和贸易交割等业务在内的一系列配套和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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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826,156,304.21 3,129,484,932.92 -9.69 3,349,347,686.46 

营业收入 1,876,965,973.46 1,364,233,052.13 37.58 1,048,540,667.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493,605.92 35,505,422.29 343.58 -226,481,591.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615,789.49 -27,757,988.76 574.15 -24,246,465.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50,837,908.26 1,807,518,878.85 7.93 1,792,670,840.4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9,291,348.96 -14,602,593.30 1,601.73 67,226,875.7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3 333.33 -0.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3 333.33 -0.1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39 1.97 增加6.42个百分

点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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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64,565.25 677,110,535.61 777,351,780.92 179,339,09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701,801.22 79,525,906.55 65,808,296.72 -22,542,39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2,199,155.93 83,027,679.82 66,449,371.77 -40,060,41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467,681.05 22,882,990.41 312,380,844.77 -50,504,805.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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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3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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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11,305,000 432,517,788 35.68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市前海益华投资有

限公司 

0 13,601,686 1.12 0 无 0 未知 

商丘富悦达商贸有限公

司 

0 7,950,340 0.66 0 无 0 未知 

陆宏翔 -216,763 4,057,0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松菊   3,390,60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怀宇 -1,704,600 3,101,0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82,200 0.25 0 无 0 未知 

张芳海   2,969,5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长征 -508,600 2,682,8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光福 663,000 2,524,0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1）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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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876,965,973.46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7.58%，实现利润

总额 222,538,053.66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8.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493,605.9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43.5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附注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十二个，详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附注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