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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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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蔡冰 另有公务 徐扬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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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6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075,029,265.22 元，扣除 2016 年支付的 2015 年普通股股利 452,740,860 元，加上 2016 年年初母

公司未分配利润 4,730,195,561.15 元，至 2016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352,483,966.37 元。 

公司拟以 2016 年末股本总额 905,481,72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5 元（含税）,每 1 股

派发现金 0.50 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 452,740,860 元(含税)，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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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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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

路20号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

业区A区天柱路20号 

电话 8610-80418928 8610-8041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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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2016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外运发展所处行业为 “装

卸搬运与其他运输代理业”。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专业化的航空物流为主营方向，经过多

年的发展，公司已在国内航空货运代理行业建立了领先地位。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内部

资源，提高运营效率及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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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货运代理 

公司货运代理板块包括国际货运代理（含货运进口和货运出口）和国内货运等服务。货运进

口业务为客户提供空运进口的门到门服务，包括海外工厂提货、海外清关、海外订舱、国际段运

输、进口仓储、进口清关、转运、派送；目前公司在美国、欧洲、中东、日本、澳洲、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设有常驻机构，负责海外进口业务的开发和操作。货运出口业务为客户提供空运出口港

到港、门到港、门到门全程运输服务，包括国内工厂提货、出口报关、国内转运、口岸订舱及操

作、国际段运输、海外清关及操作、目的地转运及派送，以及多式联运服务；目前公司已与国内

外多家航空公司签订长期包板、包量协议。国内货运业务为客户提供国内“仓储+派送”服务，

提供集运输、仓储、物流及其他物流增值服务的一揽子物流解决方案，包括针对大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提供贴身路由（运输）方案，为电子商务客户提供门到门配送、订单系统的对接、二次包装、

退换货等电子商务服务，以及验货、条码管理、驻厂服务等特色增值服务。公司作为国内最早上

市的空运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与国内三大航及国际主要航空公司签署了

业务合作协议，拥有充足的运力资源，保障了客户空运货物的及时运输。 

公司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是进出口业务量、运价水平及货源结构。其中，进出口业务量和市

场运价水平受宏观经济形势、全球贸易情况、市场上航空运力的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二者

的增减变动与公司业绩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公司的货源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代理货和直客业务，

若为代理货业务，公司只负责操作，毛利水平与直客业务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加强直客销售，改

善货源结构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  

2.1.2 电商物流 

公司电商物流板块包括电商物流（含出口电商和进口电商）、国际快件等服务。电商物流业务

是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端到端物流供应链服务的专业板块，为电商客户提供专业的物流解决方案，

涵盖上门揽收、仓库管理、进出口报关、航空运输、末端配送等全链路服务；打造了 40 余种出口

物流产品和服务，涉及欧美、中东、日韩、东南亚等国家；以美国、香港、德国等海外仓为基础

提供进口电商物流服务，提供集仓储、增值服务、国际运输、清关、国内派送为一体的海外直邮

服务。电商物流板块能够为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持续提升运转效率和

客户体验为宗旨，专注跨境电商物流服务领域，注重软硬件科技应用，坚持产品和服务创新，不

断优化操作流程，持续降低物流成本，以专业的物流解决方案和优质的服务水准赢得了广大客户

的信任及赞誉。 

2.1.3 专业物流 

公司专业物流板块主要是为高端产业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门到门一揽子物流解决方案和全程综

合物流服务，主要涉及平板显示、半导体、航空航天、通讯及电子、会展赛事等多个行业。 

2.2 行业发展情况及周期性特点 

2.2.1 行业发展情况 

（1）物流行业需求稳中有升，转型升级态势明显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适度扩大需求，全年 GDP 同比增加 6.7%，实现了全年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的格局。物流行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较好

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加快物流业发展亦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2016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2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0.3 个百分比，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物流需求结构持续改

善，新业态、新行业增长较快。 

 

图：2011-2016 年社会物流总额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2016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增速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低速增长。2016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9%，比上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运行质量和

效率均不断提升，物流领域“降成本”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目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物流

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仍然相对较高，物流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图：2011-2016 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变动情况 

 

（2）航空货运进出口货量增速放缓 



根据海关统计，2016 年，我国航空货运进出口货量为 518.47 万吨，同比增长 4.50%，增速较

上年同期回落 1.17 个百分比；其中，航空货运进口业务量 212.68 万吨，同比增长 1.17%；航空货

运出口业务量 305.79 万吨，同比增长 6.96%。 

 

图： 2011-2016 年我国航空货运进出口货量变动情况 

（3）物流行业呈现多样化，电商物流等新业态发展迅速 

物流行业整体运作效率不断提升，电商物流、冷链物流等新业务快速崛起，有望成为整个物

流行业新的发力点。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电商物流同比指数，2016 年电商物流业务量增速超

过 50%。其中，跨境电商物流业务也快速增长，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跨境电子商务进

出口总值 499.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7%，增速明显高于全国进出口总值，已成为了我国外

贸重要的增长点。电商业务的放量倒逼电商物流和快递企业加强网络布局和资源共享，重视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4）国家战略和行业政策将推动物流行业的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物流行业的全面发展，继《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和《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2014-2020）》等规划后，2016 年，国家结合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等战略，陆续出台了《全国电子商务物流发展专项规划》、《“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

《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推进物流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商贸物流

发展“十三五”专项规划》等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物流业的扶持和指导，将推动物流业的健康快

速发展。 

 2.2.2 行业周期性特点 

物流行业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国内外经济波动对物流行业的影响较大，

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若

国内外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将影响市场对物流行业的需求，也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绩效产生一定

影响。公司一直保持着较有优势的市场地位，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面对国内外经济的波动，

公司将与时俱进，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增强变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通过公司业务的转型整

合与创新，努力实现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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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8,845,414,818.11 8,421,783,871.55 5.03 7,617,387,894.27 

营业收入 4,949,582,031.49 4,352,795,361.26 13.71 4,171,131,131.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95,251,707.24 1,010,290,321.14 -1.49 617,438,867.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34,857,355.39 900,157,528.81 -18.36 755,411,432.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428,246,154.96 7,282,831,091.64 2.00 6,524,499,492.8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438,019.95 54,316,205.16 -272.03 34,477,038.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991 1.1157 -1.49 0.68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31 14.70 减少1.39个百分

点 

10.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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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04.67 124,494.94 130,699.99 144,85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13.20 34,192.38 22,684.60 28,03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554.86 30,063.23 18,093.47 10,77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06.47 -2,703.03 -1,758.57 4,5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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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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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

公司 

0 551,881,398 60.95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13,432,800 1.48 0 无 0 其他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16,619,947 9,901,798 1.09 0 无 0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3,856,341 9,856,119 1.09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0,210,365 6,999,204 0.77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2,000,050 5,453,665 0.60 0 无 0 其他 

陈经建 127,980 4,592,280 0.5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南

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547,234 0.50 0 无 0 其他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00 0.44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0 3,810,830 0.4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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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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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 年，国内外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速更是十五年来首次低于全球经济增

长，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额继续负增长趋势，国际航空货运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航空运力供大于

求格局凸显，运价持续低迷。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

以“十三五”规划为主线，以“整合、转型、创新”为主题，以产品为核心推进改革，以外部环

境和市场需求出发打造标准化、差异化产品，积极推进“集约化、网络化”运营模式，加强客户

营销，创新管理模式，在保持货运代理业务增长的同时，加大力度拓展电商物流和专业物流业务，

实现了公司收入规模的较大增长，基本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货运代理方面，公司以“打造标准化产品、推动集约化和网络化、整合运力资源”

为工作重心，持续推进集约化、网络化的实施方案；将运力和供应商的采购权逐步收归公司总部，

强化总部的营销管理，明确划分营销和作业两条主线；精选战略合作承运人，秉承总对总的合作



原则，深化与航空公司的合作关系，推动空运通道建设。电商物流方面，根据业务需要调整内部

架构，统筹规划；顺应跨境电商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业务重心，大力发展出口电商业务，贯彻实

施大客户战略，在深耕菜鸟等核心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亚马逊等新客户，并以标准化产品为

抓手，针对客户需求提供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的物流+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借助区域联动效益，

努力开发电商物流平台线下的目标客户。专业物流方面，继续巩固在 TFT 行业的领先地位，扩大

在会展赛事、通讯电子、汽车及零配件等行业的市场份额，并积极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开拓半

导体、医药冷链、航空航天等重点行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多项举措保障了公司收入规模的较大上升，但鉴于 2016 年宏观经济形势

严峻，且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处于十三五规划的初步布局阶段，业务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尚

未完全显现，主营业务利润未能实现同步增长。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业务收入 494,958.20 万元，同比增长 13.71%；营业利润 105,699.67

万元，同比增长 3.1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525.17 万元，同比

下降 1.49%，主要原因是：合营公司中外运敦豪受人民币贬值影响，导致净利润下滑，公司相应

获得的投资收益下降。 

报告期内，母公司国际航空货运代理业务实现代理总量 42.18 万吨，同比增长 0.79%；其中

出口货量 17.94 万吨，同比增长 3.22%；进口货量 24.24 万吨，同比下滑 0.94%。 

2.1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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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582,031.49 4,352,795,361.26 13.71 

营业成本 4,596,303,291.50 3,968,326,237.79 15.82 

销售费用 173,312,339.85 168,030,140.57 3.14 

管理费用 212,213,434.20 212,676,992.55 -0.22 

财务费用 -40,264,051.67 -41,083,495.0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438,019.95 54,316,205.16 -272.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6,003,689.11 681,845,064.10 50.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340,138.07 -336,811,069.91 不适用 

营业收入和成本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市场营销和开拓，货运代理和电商物流板

块的收入呈现较大上升，成本也相应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与销售有关的人工费用上升。 

管理费用微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与管理有关的费用下降。 

财务费用净收益下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财务手续费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支付电商产品采购款及美线包机业务

保证金、经营性支出速度大于经营性回款金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减持股票收回的资金多于上年同期，

且固定资产和工程建设支付的资金少于上年同期。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取得银行短期借款的资金较上年同期

增加。 

2.1.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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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6,785,699.31 4,503,762,146.38 7.08 13.14 15.22 减少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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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7,477,699.19 3,372,776,599.14 7.02 11.60 13.69 减少 1.72

个百分

点 

电商物流 617,814,427.30 582,955,479.26 5.64 40.85 49.16 减少 5.25

个百分

点 

专业物流 601,493,572.82 548,030,067.98 8.89 1.12 -0.62 增加 1.59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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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 1,467,113,138.73 1,334,119,535.51 9.06 -3.36 -4.37 增加 0.95

个 百 分

点 

华东 1,480,852,296.94 1,390,298,837.36 6.11 22.37 24.06 减少 1.29

个 百 分

点 

华南 1,585,117,348.24 1,516,199,226.34 4.35 29.76 36.93 减少 5.01

个 百 分

点 

西部 313,702,915.40 263,144,547.17 16.12 -6.10 -7.94 增加 1.68

个 百 分

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电商物流板块收入大幅上升 40.85%，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强了电商板块的客户



营销与市场开拓，出口电商业务增长迅猛，尤其是菜鸟业务自 2015 年下半年开始以来，业务量不

断上升。 

报告期内，华南区域收入上升 29.76%，主要是因为香港空运增强自营业务营销能力，带动自

营货量和收入的同比增加。 

 

 

 

2.2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3,291,465,083.62 37.21 2,702,022,680.95 32.08 21.81 

应收账款 864,814,122.89 9.78 810,931,642.25 9.63 6.64 

预付款项 329,819,496.43 3.73 142,687,564.38 1.69 131.15 

其他应收款 185,155,215.17 2.09 144,030,751.08 1.71 28.55 

其他流动资产 108,789,596.12 1.23 4,869,476.12 0.06 2,134.11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850,754,526.00 9.62 1,495,375,500.00 17.76 -43.11 

长期股权投资 1,341,460,005.64 15.17 1,420,245,687.41 16.86 -5.55 

固定资产 757,902,069.02 8.57 791,451,642.25 9.40 -4.24 

在建工程 419,049,059.52 4.74 288,304,864.20 3.42 45.35 

无形资产 449,044,633.22 5.08 427,835,606.51 5.08 4.96 

短期借款 136,241,930.00 1.54 43,976,122.00 0.52 209.81 

应付账款 843,181,068.24 9.53 671,834,898.80 7.98 25.50 

其他流动负债 72,522,250.00 0.82 34,350,741.50 0.41 111.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66,905,177.27 0.76 120,247,000.00 1.43 -44.36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减持东方航空股票收回的资金大于其他现金净流出所致。 

应收账款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电商产品采购款、业务经营活动预付的运费和杂费等款项同比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美线包机及其他业务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末公司有 1 亿元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上年末无此内容。 

可供金融出售资产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东方航空股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中外运敦豪的宣告发放的分红低于权益法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所致。  

固定资产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固定资产因出租或改造转出至投资性房地产和在建工程所致。 

在建工程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天竺空港物流园和长春物流等工程项目的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天津天华宏运的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香港空运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拓展导致支付的业务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未决诉讼及对银河航空连带担保责任相关的预计负债增加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处置股票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导致。 

3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1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 □不适用  

近年来，国家在政策层面对物流业的扶持和指导进一步加强，2016 年末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推进物流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在 2017 年要重点推进 11 条

物流大通道和 85 个节点建设，力求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物畅其流、集约高效、智能绿色的物流大

通道体系。从物流行业走势来看，互联网正在加速产业重构，去物质化的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网

络化服务平台层出不穷，正在形成以不确定性占主导的发展格局，各个行业颠覆与被颠覆的机率

大增。电商企业全面进军物流行业，跨境竞争进入“春秋”时代，跨界的新生力量着眼于打破整

个产业链，去中间化、去中介化，使提供商和终端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接进行交易。未来，物

流行业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市场经济的驱动下，逐步形成以服务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

体系创新等多元化创新为动力的行业发展新格局，推动我国物流行业由大变强，并呈现出新的发

展趋势。 

第一，物流行业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物流行业门槛低，进入基本无壁垒，随着跨界新力量的

进入、以及传统物流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物流行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整个行业同质化竞争

明显，竞争模式已由单纯、低端的成本和价格竞争转向服务和管理效能的竞争，探索差异化转型

将成为物流企业破出重围的关键。 

第二，全程供应链服务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现代生产、制造企业随着社会化分工的细化，

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及核心竞争力的打造，逐步将内部物流外包给第三方物流。随着社会分工不

断细化、上下游行业竞争激烈，客户对物流服务商的需求更加高端，要求物流企业能够提供专业

化、定制化、供应链一体化的物流服务，加强全产业链的掌控和服务能力成为了凸显物流企业服

务价值的关键，物流企业通过对整个供应链（从供货商、制造商、分销商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

进行综合管理，促进整个供应链生态圈成本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 

第三，智慧物流将成为发展方向。带宽能力、存储能力、计算能力、人工智能的提升催生了

数字化革命，使物流业可以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技术设施，实现智能化、

自动化运作。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

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等为

智慧物流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物流

将是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将为物流业向平台化转型指明方向。智慧物流是物流行业提质增效的

新路径、发展的新增长点、转型升级的新动力，目前正处于从基础期向导入期过渡的重要阶段，

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第四，物流行业的集中度将不断上升。目前我国物流企业数量多，整个市场呈现出了国企、

外企、民企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多、小、少、弱、散、慢、乱”等特征。为顺应全球经济的

发展要求，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国际大型物流公司的差距，并购重组将成为国内物流

行业的必然趋势为国内物流企业的变大变强奠定基础。 

上述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面临新的挑战。

白热化的行业竞争、不断提升的客户需求、低迷的宏观经济形势等将推动公司通过持续创新和改



革寻求新的增长点，抓住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等契机，稳步提升公司业绩和市场地位。 

 

3.2 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 □不适用  

面对国内外经济出现的新形势，公司将始终秉承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战略定力，以 IT 信

息技术为手段，以产品构建为核心，依托集约化网络化运营，重塑公司的运营模式，建立并完善

极具核心竞争能力和比较优势的货运代理、电商物流及专业物流三条业务主线，致力于成为市场

领先的航空物流行业整合服务商。 

 

3.3 经营计划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经济将持续低速增长的趋势。公

司将坚持“做强业务、加快转型、提质增效、整合发展、勇于变革”的工作思路，围绕“产品化、

网络化、平台化、国际化、资本化”的发展重点，通过“强营销、强产品”的双强驱动，以为客

户创造价值为核心，强化客户驱动，积极开拓新产品、新市场、新区域，将培育新动能和整合提

升传统动能结合起来，形成公司发展的双引擎，努力实现公司业绩稳中求进。2017 年，公司计划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52.13 亿元，同比增长 5.31%。 

3.3.1 公司整体经营计划 

（1）持续精益运营管理，提高公司运营质量。公司将聚焦国内外优秀的同业公司开展持续

性对标分析，不断探索和改进适合公司发展的管理经营模式，提高公司竞争力；加强阿米巴经营

的深化及推广，建立循环改善和激励评价机制，并结合阿米巴经营管理理念，对重点推广单位进

行实时监控，促进运营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实施降本增效，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 

（2）加强海外网络建设，提升国际运营能力。海外网络能力建设是制约公司业务拓展的瓶

颈之一，公司将依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通过整合及兼并收购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海外网络建设、

优化海外资源配置，强化国内外网络对接，为促进公司从网络化向平台化转型、提升全网运营能

力、提高全程服务质量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 

（3）强化数据驱动，深化信息系统及 IT 建设。公司将配合业务发展，持续优化公司核心业

务系统，提升数据质量，增强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用性；对接业务发展需求，完善并建设进出口

操作平台、客户下单平台、结算平台、空运运力调度平台、一体化关务平台等，推动业务的有序

发展。 

（4）加强人才储备，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的配套制度。公司将继续采取外部引进和内部培训

相配合的方式，加大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过硬的市场化、国际化运营型人才的引进；加强对现

有运营型人才的经营管理培训及专业人才的技能培训，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同时，优化和建立与

业务发展相契合的绩效考核体系及激励方案，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5）强化风险管控，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水平。在各区域公司设置专职风控审计岗位，完善

管理体系与队伍建设；强化培训管理，提高全体员工的风险防控与管理意识；结合公司实际经营

管理情况及业务发展情况，全面评估和梳理公司风险事件库；针对易出险事件制定《业务运营风

险防控手册》，为搭建和维持稳定的业务运作系统保驾护航；通过实行客户全程信用监控、加强应

收账款事前事中监督管理、细化应收账款指标考核和责任落实等措施，控制应收账款规模，切实

优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降低呆坏死账风险；建立风险事件上传下达通道及处理结果考核机制，

提高风险事件应对效能。 

（6）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为公司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实保障。提高公司全体员工的安

全意识，摈弃旧观念，树立新思维，认真贯彻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尽职免责，失职追责”



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指导方针，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3.2 公司分板块经营计划 

（1）货运代理板块。公司将以打造营销、作业两条业务线为核心，推进集约化和网络化建设；

强化空运运力和供应商的集中管理，加强“总对总”的战略合作，促进空运通道的有效建设；搭建

以主、辅作业口岸固定运力为基础的运力发布、询价、交易平台，并集合运力和网络优势资源，

全力打造全程化、标准化货运产品，推动向全程供应链转型；持续跟踪包机运营情况，进一步改

善运营效率和效益；建立“总部-区域-分公司”一体化的国际货运业务营销能力，增强大客户的开发

及联合营销。 

（2）电商物流板块。公司将加快推进空运跨境电商平台，通过进出口电商业务产品化，完成

信息系统、营销能力、清关通道的建设及配合海外仓通道的统一建设，进一步完善集海外仓、口

岸报关、操作、区域配送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提高电商物流服务水平，提升市场份额。出口电商

方面，公司将持续打造杭州、深圳两个电商物流操作中心，深挖和开拓线上客户，并依托线上渠

道，营销线下产品，持续建设下单平台，吸引线下流量；进口电商方面，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走

向，积极、稳妥推进跨境仓、干、配业务，实现稳步增长。 

（3）专业物流板块。公司将以解决方案为抓手，围绕“销售行业化，方案客户化，服务集成

化，运营一体化”，逐步向价值链整合转型；进一步完善运营管理体系和机制，加强营销团队建设，

在巩固和拓展现有行业的同时，积极开拓医药、半导体、航空航天等行业，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3.4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3.4.1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2017 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较高，全球经济及国内经

济将持续低速增长趋势，物流行业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大；

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加快，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公司可能会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 

（2）行业竞争风险。物流行业属于完全竞争的行业，行业进入基本无壁垒，公司将存在因市

场竞争加剧，市场份额下滑的风险。 

（3）企业运营风险。传统的货代业务利润较低且市场运力过剩，为谋求发展，公司努力通过

结构调整及业务创新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但可能存在公司新产品创新的进度较慢，或者产品及

服务未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情形，这将加大公司运营风险。 

（4）企业管理风险。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动和升级，公司人员结构、管理体系将面临调整，

这对公司的制度建设、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水

平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将可能无法真正实现业务的创新与升级。 

（5）投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加大了在网络、信息

系统等方面的投入，有些项目保本点较高、投资回收期较长，可能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公司的

国内投资主要集中在具有保税或海关监管功能的区域，存在着因政策变化而失去特殊功能的风险；

公司近年来在二三线城市进行土地储备及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仓储设施建成后，可能存在因货

量不足不能取得预期投资效益的风险。 

（6）应收账款风险。随着公司业务规模逐渐增大，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增加，回收风险可能增

大；尤其是部分大客户赊账期较长、累计应收账款较高，一旦市场出现不利变动，可能会对公司

资金安全产生一定影响。 

3.4.2 应对措施 



第一，公司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及职

能划分，促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双结合；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将风险管理责任落

实到人，并针对相关风险制定一系列的应急预案，尽量避免或者降低对公司的影响。 

第二，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和内外部环境，全面评估和梳理风险事件库，构建一套科学有

效的内部管理体系和系统，打造一支具有国际战略的优秀经营管理团队，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

理风险。 

第三，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效益、加快结构性改革、创新跨境电商物流新业务，以提升公

司的内在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第四， 在投资土地及仓储物流设施之前，密切留意相关政策变化，加强与政府沟通，做好项

目的可行性分析，并注重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进度监管以及运作质量的管理。 

第五，加强全面信用管理，在确保业务增长和加强风险控制中寻找相对平衡点，对公司应收

账款进行动态化管理，严格控制其规模及增速，规避风险。 

 

4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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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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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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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分别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和 2016 年 9 月 19 日新成立广州中外运空运报关有限公司和上

海中外运华东空运报关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对其拥有控制，因此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