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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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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运发展 60027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征 李春梅 

电话 8610-80418928 8610-80418928 

传真 8610-80418933 8610-80418933 

电子信箱 stock@sinoair.com stock@sinoai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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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3,026,530.14 8,421,783,871.55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00,443,633.44 7,282,831,091.6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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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95,027.25 15,566,724.92 -877.91 

营业收入 2,193,996,095.32 2,053,786,819.53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055,823.25 481,775,271.73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6,180,863.05 462,466,178.28 -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7.01 减少0.2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90 0.5321 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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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0.95 551,881,398 0 无 0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93 26,521,74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30 20,831,24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48 13,432,8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未知 1.31 11,856,119 0 无 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赢 1号 

未知 0.81 7,342,485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未知 0.71 6,422,047 0 无 0 

陈经建 境内自

然人 

0.49 4,466,6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

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7 4,243,890 0 无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0.43 3,874,25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大股东中，控股股东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015年 12月 29日，本公司接到外运长航集团的通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资委”）研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外运长航集团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局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以下简称“重组”）。外运长航集团将以无偿划转的方式整体

划入招商局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外运长航集团不再作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本

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外运长航集团变更为招商局集团。2015 年 12月 31日，

招商局集团签署了《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上述重

组事项的有关法律手续尚未最终完成。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局势动荡，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放缓，国内及全球贸易延续萎缩趋

势，航空运力供需失衡，供大于求格局凸显，行业竞争激烈，运价持续低迷。面对错综复杂的经

济形势，公司紧紧围绕“整合、创新、转型”的整体战略方针，继续秉承一体化的经营理念，以

货运代理为主体，以电商物流和专业物流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经营效益为核

心，强化市场开拓，优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的活力，确保公司稳步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219,399.61万元，同比增长 6.83%；营业利润 48,002.67 万元，同比微降

0.1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805.58万元，同比增长 1.30%。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内部资源，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及质量，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年初制定的业务规划，将原有的国际航空货运代理服务、国际快件服务、国内货运及物流服

务重新梳理调整为货运代理、电商物流、专业物流三大业务板块。其中：货运代理包括国际货运

代理、国内货运等服务；电商物流包括国际快件、电商物流等服务；专业物流包括供应链物流、

精密设备工程物流、会展赛事物流等项目物流服务。 

货运代理板块，报告期内，公司以产品创新、结构化改革、运力集约化为抓手，在精细化管

理德线包机的同时，新启美线包机，着力提升直客比例及经营绩效，并以此为契机努力打造“定

时、定点、定价”的标准化全程运输产品；进一步探索运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加强公司空运运力

通道建设，推进集约化网络化运营。报告期内，公司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实现代理总量 20.55万吨，

比上年同期下降 1.72%，其中出口货量 9.18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0.65%；进口货量 11.37万吨，

比上年同期下降 2.57%。上半年, 尽管出口低迷、量价齐跌导致出口货运业务收入下滑，但由于

进口货运及国内货运等业务收入同比上升，货运代理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 160,076.06万元，同比

增长 2,583.23万元，增幅 1.64%。 

电商物流板块，报告期内，受国内跨境电商政策的影响，公司注重进口跨境电商直邮及出口

跨境电商物流业务，在深耕菜鸟、网易等核心客户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客户、新产品，上半年取

得了较好的绩效。报告期内，公司因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增长，电商物流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

25,132.58万元，同比增长 7,668.02万元，增幅 43.91%。 

专业物流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巩固并扩大在 TFT-LCD、高科技电子和会展赛事等行

业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行业客户需求，积极介入相关物流服务领域，未来将抓住半导体、

医药、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发展契机，不断开拓新市场、新客户，寻求新的增长点。报告期内，专

业物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9,075万元，同比增长 1,897.61万元，增幅 6.98%。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93,996,095.32 2,053,786,819.53 6.83 

营业成本 2,014,155,481.80 1,875,275,110.35 7.41 

销售费用 85,058,313.56 81,449,417.30 4.43 

管理费用 103,761,296.41 106,307,675.50 -2.40 

财务费用 -23,942,063.78 -20,671,029.3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095,027.25 15,566,724.92 -877.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44,792.41 -142,539,700.78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250.08 15,199,126.86 -104.2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开拓新产品、新市场，货运代理及专业物流板块收

入略有上升，电商物流板块收入的增幅较大，导致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长。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计提与销售有关的奖金及固定资产折旧同比增加导致销售费

用上升。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与管理有关的职工薪酬及一般费用同比下降导致管理费用下

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人民币贬值使得整体汇兑收益同比增长，导致财务费用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支付商品采购款、美线包机业

务保证金以及经营性支出款项大于经营性回款金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支付在建工程的金额较大，而

本期此类支出同比较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到下属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支

付的注资款，而本期无此类款项。 

 

3.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业务规划，重新定位总部职能，梳理货运代理、电商物流、

专业物流三条业务线，以产品创新和结构调整推进业务转型及发展，基本完成了上半年的主要经

营指标。 

（1）全面调整总部职能，提升公司运行效率。报告期内，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总部进一步

加强职能管理能力和业务管理能力建设，集运力平台、营销平台、大客户服务平台及 IT 系统中心

职能于一体，形成响应及时、快速反应的服务团队。 

（2）加强海外网络建设，推进全程化运输。报告期内，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公司与海外机

构的互动，切实增强国内外网络的协同效应，全力打造全程化运输产品；另一方面，完善对海外

供应商的分析评价体系，建立海外供应商准入和退出机制。 

（3）持续精益运营管理，提高公司经营质量。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继续推进“阿米巴”

管理，引入量化数据及相应的管理系统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比，有效评估经营改善效果；另

一方面，差异化管理下属亏损企业，针对亏损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强化成本管控和提升业务营销

为核心，提出个性化解决方案，以期尽快实现减亏增效。 

（4）优化考核指标，增强人才储备。报告期内，公司为契合业务调整与发展需求，精简关键

绩效考核指标，加强对业务指标的量化，进而探索建立出一套符合经营现状和业务发展需求的考

核激励机制。 

（5）全面强化风险管控，确保稳健安全经营。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搭建并完善风险管理

体系架构及制度，成立风控管理工作小组，此外，还重新评估了风险事件库，进一步提高其风险

预警和归类应对的准确性、适用性及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将风险管理与内控管理、法务管理紧

密结合，创新风险导向型监管模式，为公司安全、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物流行业 2,142,836,425.86 1,968,123,731.08 8.15 6.01 6.45 减少 0.3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货运代理 1,600,760,576.60 1,476,445,261.37 7.77 1.64 1.90 减少 0.23 

个百分点 

电商物流 251,325,848.87 230,040,247.51 8.47 43.91 53.57 减少 5.76 

个百分点 

专业物流 290,750,000.39 261,638,222.20 10.01 6.98 4.58 增加 2.06 

个百分点 

 

3.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北 694,858,605.05 -4.41 

华东 599,489,710.45 0.52 

华南 701,876,200.23 30.92 

西部 146,611,910.13 -9.44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外运发展自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和潜心经营，目前已经在国内市场航空货代行业建

立了领先地位。公司在管理团队的带领下，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战略，不断拓展新业务、新

市场，通过业务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与战略合作伙伴的长期稳定关系，促进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品牌优势 

作为国内航空货运代理行业第一家国有上市公司，公司凭借国企丰富的背景资源，始终专注

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坚持以航空专业物流为主业，不断创新和完善业务结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 

（2）强大的网络系统 

完善的网络系统是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公司已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成立分公

司开展空运相关业务，建立了广阔的国内网络；同时，通过海外代理、设立合资公司和办事处等



方式在欧美、澳洲、亚洲等主要地区搭建了海外网点，且在香港拥有海外中转仓，促进了国内外

网络的对接，为公司全球化物流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丰富的物流设施 

公司拥有丰富的物流仓储设施及货运经营用车辆，在全国华北、华南、西部和华东四个区域

的空港、港口枢纽、物流集散地等核心地区建设了多个重点项目，仓储设施的投入使用为公司带

来了收入增量，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4）专业的服务能力 

公司掌握了先进的物流技术及专业运输能力，拥有专业的业务团队，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最适合的服务解决方案；在 TFT-LCD、高科技电子、会展赛事等重点行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物流

操作经验，并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危险品及特种物品运输方面，具有专业的服务能力和对异

常情况的紧急处理能力。 

（5）国内领先的信息系统 

公司契合物流行业特点，开发了便捷、安全、高效的数据信息处理系统，为公司低成本营运

和高效率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为配合创新业务的开拓，通过自主研发及与著名 IT 公司合

作开发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了各种创新业务的应用系统及智能仓管系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物流

信息网络。 

 

3.4 投资状况分析 

3.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额 0 

上年同期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额 496.75 

投资总额变动增减数 -496.75 

注：上表统计口径按照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投资事项为准。 

 

(1) 证券投资情况 

无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1111 中 国

航空 

212,240,000.00 0.58 0.58 512,408,000.00 8,110,600.00 -103,467,000.0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认 购

首 次

发 行

股份 

600115 东 方

航空 

311,125,000.00 0.55 0.45 432,955,000.00 32,396,063.77 -82,366,250.0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认 购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份 

000725 京 东

方 A 

197,455,000.00 0.22 0.22 180,642,000.00 782,000.00 -38,709,000.0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认 购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份 

合计 720,820,000.00 / / 1,126,005,000.00 41,288,663.77 -224,542,250.00 / /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

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报告期

所有者

权益变

动（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中外

运长

航财

务有

限公

司 

25,000,000.00 5 5 25,000,000.00             长期

股权

投资 

投资

设立 

合计 25,000,000.00 / / 25,000,000.00   / /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放弃向中

外运长航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行使向中外运长航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进行优先增资的权利。招商局集团及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拟向财务公司增资（以下简称“本

次增资”），本公司拟放弃对财务公司的优先增资权。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

更为 30 亿元，其中，招商局集团持股 51%，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持股 44.83%，公司在财务公司的

出资额没有变化，持股比例相应稀释至 0.8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临 2016-031 号、临 2016-033

号）。 

3.4.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无 

3.4.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3.4.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子公司基本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

本 

持股比

例（%）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中外运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15,000 100 58,016.00  16,386.39  1,122.06  

中外运(青岛)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13,500 100 17,560.65  12,907.72    173.56  

中外运(成都)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12,600 100 12,987.84  12,613.96    113.81  

佛山中外运快件管理报关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3,200 100  5,255.49   4,536.27     87.13  



北京中外运空港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0 100    545.25     540.92     32.74  

天津天华宏运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7,000 100 10,293.88   8,229.09     21.75  

中外运（合肥）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2,500  100  2,331.75   2,331.75    -15.83  

中外运（郑州）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9,940 100  8,089.17   7,567.78    -25.69  

中外运（南昌）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2,000 100  2,951.38   1,947.16    -28.70  

北京中外运嘉航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0 100  1,473.34     589.54    -32.54  

上海中外运空运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0 100  4,222.82     107.99    -91.05  

华运公司 物流运输 
250 万 

美元 
100  1,593.61     -15.25    -99.29  

中外运(武汉)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9,500 100  9,401.18   9,388.32   -101.42  

中外运河北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4,000 100  6,978.01   3,218.96   -136.60  

中外运速递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7,000 100  3,524.50   2,596.96   -170.29  

中外运香港空运发展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00 万

元港币 
100 21,349.38   4,913.44   -203.97  

中外运(长春)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25,950 100 29,340.91  25,214.68  -251.19  

中外运空港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14,500 100 15,599.93  14,111.17  -360.17  

 

（2）主要参股公司基本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本企业

持股比

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合营公司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

快件有限公司 
航空快件 

1450 万美

元 
50 457,241.07 311,348.47 512,089.74 86,131.38 

成都保税物流投资有

限公司 
物流运输 17,500 54.29 21,870.98 19,249.34 1,456.78 385.04 

中外运安迈世（上海）

国际航空快递有限公

司 

航空快递 640 万美元 50 3,723.31 1,337.19 7,180.66 195.81 

北京中外运华力物流

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220 40 3,472.94 1,085.04 5,433.64 113.79 

上海中外运松江物流

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0 50 1,859.44 924.77 2,074.67 104.4 

大连京大国际货运代

理公司 
航空货运 1,000 45 2,907.60 1,232.39 3,422.38 -1.84 

合肥新外运物流管理

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50 49 196.48 196.62 3.77 -3.38 

华捷国际运输代理有

限公司 
物流运输 220 万美元 50 1,000.20 777.63 

         

-    
-172.08 

中外运泓丰（上海）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1,000 50 929.96 855.33 825.13 -181.92 

中外运泸州港保税物 物流运输 16,000 60 16,896.72 15,499.13 8.4 -281.92 



流有限公司 

中外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 10,000 50 6,977.92 6,782.19 30.79 -330.27 

联营公司 

青岛华盛空港物流有

限公司 
物流运输 10,000 18 13,238.09 11,030.26 2,418.81 841.49 

华力环球运输有限公

司 
物流运输 198 万美元 20 5,324.71 4,420.23 

         

-    
221.84 

北京辰通货运服务有

限公司 
物流运输 1,200 37 2,071.19 1,535.17 721.56 33.95 

意尚电子商务（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000 49 458.17 496.57 191.3 -3.43 

中外运华杰国际物流

（北京）有限公司 
航空货运 278 40 1,503.33 553.71 3,325.05 -179.57 

义乌市跨境电商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2,000 25 62.08 61.37 

         

-    
-241.31 

 

3.4.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无 

 

四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4.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 2015

年末股本总额 905,481,72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5 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452,740,860 元(含税)，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2015 年度公司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

本。 

股权登记日：2016 年 7 月 7 日 

除息日：2016 年 7 月 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6 年 7 月 8 日 

发放范围：截止 2016 年 7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实施完毕。利润分配后，公司股本总额保持不变。 

 

4.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5.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的。 

5.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5.3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集团内全资子公司和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

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的。 

5.4 公司半年报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