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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19                                                  公司简称：长江投资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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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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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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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召开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通过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07,400,000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

金红利 1.3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2,113,800.00 元（含税），尚余未分配利润

216,418,353.93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该预案需报请公司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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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投资 60011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泓 景如画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电话 021-66601817 021-66601819 

电子信箱 yuhong@cjtz.cn cjtzbgs@cjt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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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服务长江经济带战略定位，坚持投资与投资服务的商业模式，公司业务

分为现代物流贸易增值服务平台、股权投资和金融服务、股权管理三类。 

    1、现代物流贸易增值服务平台 

    以陆交中心为主的现代物流贸易增值服务平台一直致力于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建设

开发国内首创及领先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物流资源交易平台，为社会提供现代物流信息、技术

及相关的创新服务。 

    （1）发布长江物流交易指数 

    陆交中心专项研发“长江物流交易指数”，发布运价交易行情和物价交易行情，自 2016 年 10

月上线发布，每月二期，该指数旨在从跟踪运价变化趋势，并将其内涵延伸至跟踪物流交易活跃

度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同时再集成出全国范围的标准运价行情与趋势。目前全国由 200 多家单位，

4000 多条运价每日提供提供样本数据，对行业运价交易活跃度起了参考作用。 

    （2）“56135”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在“56135”物流平台运营基础上，2015 年陆交中心参与了商务部全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标

准化建设项目，作为十大试点企业之一，主要针对流通领域中小微企业存在信息化建设滞后，信

息孤岛和信息沟通瓶颈大量存在的背景下实施该项目。分别完成的物流 E 管通、贸易 E 管通、电

商 E 管通和生产 E 管通，在物流、生产等领域广泛应用，充分发挥道路货运网上交易和诚信认证

等信息服务功能，有效提高了货物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 

    为使标准化应用平台在物流使用中发挥更大效应，提升物流标准化服务配套实施，陆交中心

选择物流冷链城市标准化进仓、储存、分拣、装运、门到门宅配等平台化控制程序，在开发系统

的同时，投资对城市冷链分拨中转库 5,000 平米（零下 18 度-零上 4 度）建设，以上均用于配合

此标准化系统的营运测试和实施。 

    （3）“56135”供应链流通管理平台及跨境电商服务平台。 

    “56135”国内及跨境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是 56135 平台在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物流资源交

易平台的基础上，提供供应链一体化管理服务的全新项目平台。主要是管理供应链业务的整个环

节，包括：融资、采购、物流、仓储监管、加工、销售、结算等。主要管理从原材料、成品灯采

购，到物流运输和仓储，委托供应商进行产品加工及市场销售，并将销售收入进行资金回笼的业

务。通过远程仓库监管、境外应收款保理、内保外贷、境外集中订舱、目的港货物监管等智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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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控制和服务，能有效降低企业风险，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全程可控管理，提高企业效益，提

升参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陆交中心打造智慧物流 2.0 版本，将“56135”平台升级为“智慧流通网”，进一步由物流电

子商务 B2B 平台向商贸、电子商务配送、智慧供应链领域延伸，发展以“线上集成+跨境贸易+综

合服务”为代表的智慧流通业务，重点发挥国内外跨境市场的整合优势，有效打通跨境贸易的双

向渠道，改变目前国内跨境电商以进口为主的被动局面。 

    2、股权投资和金融服务业务。 

    （1）股权投资业务：2016 年,公司参股 40%设立分宜长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为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依托公司现有的产业整合能力、资本平台优势以及专业机构的资本运作能力，支

持与协同产业联动发展。 

    （2）金融服务业务：公司近几年分别投资了小额贷款公司、金属交易平台等金融服务类股权。

2011 年 12 月，公司出资 3,000 万元联合发起成立长江鼎立小额贷款公司，占 30%股权，近几年小

贷公司经营业务保持稳定发展。2014 年 12 月，公司出资 2,000 万元投资设立的长江联合金属交

易中心，占 40%股权。 

    3、股权管理业务。 

    （1）气象科技板块。 

    长望科技（证券代码：835228）是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子公司。该公司

生产各式探空仪等高空设备和风速仪、长期气候站、自动气象站、遥测雨量站等地面气象仪器。 

    （2）基础设施板块。 

    公司发挥上市公司融资优势，主要以 BT 形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公司近几年陆续增资并购

了上海西乐路基础设施项目、拱极东路基础设施项目、张东路基础设施项目、川南奉基础设施等

项目。 

    （3）资源类板块。 

    2013 年 8 月，公司参与资源类产业,出资 4,800 万元收购安庆皖域矿业 60%股权，是公司实施

投资与投资服务战略涉足的第一个矿业投资项目，公司主要通过从以增储实现资产增值的股权运

作。该公司从事铜矿、银矿地下开采、加工（选矿）；自产矿产品销售，矿业信息咨询服务等。 

    （二）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概况 

    2005 年以来，物流业进入对外开放时期。外资物流的不断进入，为物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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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经验。同时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较快增长，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全社会物流总额保持

较快增速。但物流行业的重要地位和高昂的物流成本迫使物流企业进行转型，现代物流应运而生。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是支持和服务于国民经

济的重要部门。现代物流以电子化的信息平台和专业化的配送团队，在缩短仓储的时间和配送的

成本的同时，为企业提供金融担保等集成化的服务。 

    （2）行业发展趋势 

    未来 5-10 年物流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节约。因此，现代物流是未

来物流重要的发展方向。现代物流通过高度信息化、高科技装备以及良好的体系建设，可以最大

限度地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无缝管理，从而达到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

推动，信息、交通等在内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得以加强和完善，物流布局结构不断优化，物

流企业也将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向专业化、差异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总之，从中长期来看，

现阶段影响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会逐步减弱，我国物流总量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现

代物流业将会迎来一个加速成长的新时期。 

    （3）相关政策 

     2009 年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支持物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如 2009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

向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印发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中，物流业是唯一的服务业规划。2011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物流业

健康发展工作，从税费、过路过桥费等八项政策为物流业减负。2011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办

公厅又提出了《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在减税、土地政策、物流管理体制、

物流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同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2012 年 8 月份《国务院关于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了 7 项主要任务、5 项支持政策、5 项保障

措施。2012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印发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出要大力

发展现代物流，从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2013 年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 2013 年

经济工作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物流业将以降低全社会物流总成本、提高物流运行效

率为中心，进一步树立整合理念，促进结构调整，加大转型力度，提高服务水平和增长质量，全

面推动我国物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2014 年 6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9 月 12 日以国

发〔2014〕42 号文正式发布。这是继 2009 年国务院《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以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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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指导物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多次考察物

流企业，对物流业发展作出重要讲话和批示。此次出台的《中长期规划》，把物流业定位于支撑国

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物流业产业地位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标志。国家还发布了《关

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等，跨境电商业务

的流程有望变得更加便捷和规范，互联网经济将成为国家战略。2017 年商务部联合五部委发布《商

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商贸物流成本明显下降，批发零售企业

物流费用率降低到 7%左右，服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基本建立起高效集约、协同共享、融合开

放、绿色环保的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推动我国商贸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

效率，为物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4）行业竞争情况 

    在现代物流增值服务平台，公司基于陆交中心“56135 平台”的新型商业模式，是上海乃至

全国信息化、社会化、规范化的陆上货运交易龙头。尽管在国内，存在全国物流信息网、锦程物

流网等知名物流服务平台，但陆交中心一直致力于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建设开发国内首

创及领先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物流资源交易平台，为社会提供现代物流信息、技术及相关的创

新服务。陆交中心发布运价交易指数和定价行情，从事供应链、跨境电商等业务，在现代物流行

业中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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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448,500.14 2,324,967,712.61 25.83 2,064,421,340.33 

营业收入 2,711,533,447.74 2,351,686,737.35 15.30 1,527,121,45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0,023,016.07 85,020,919.26 64.69 40,755,09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7,894,849.38 5,533,773.50 2,391.88 26,449,93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50,030,738.71 838,787,772.05 13.26 777,663,64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6,908,207.83 -76,894,527.17 -78.05 21,993,91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28 64.29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28 64.29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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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74 10.57 增加5.17个

百分点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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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90,901.73 340,570,600.18 469,282,049.18 1,575,889,89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20,838.76 51,975,009.97 52,805,160.08 14,622,00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399,187.17 50,661,535.11 52,422,457.96 14,411,66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98,492.71 -109,603,233.00 -95,060,704.42 79,554,2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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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504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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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9,017,950 109,548,391 35.64 0 无 0 国有法人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11,009,181 3.58 0 无 0 国有法人 

杜建军 2,411,430 2,411,43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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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748 2,050,748 0.67 0 无 0 其他 

程伟 2,000,000 2,000,0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旭 1,828,400 1,828,4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肖懿雯 1,753,553 1,753,553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7,859 1,703,979 0.5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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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 1,600,000 1,600,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成新 1,530,000 1,530,000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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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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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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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稳步增长，其

中，实现营业收入 27.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02.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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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

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

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

不予调整。 

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2,539,985.97 元，调减管理费用

本年金额 2,539,985.97 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

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

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

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

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 调增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0,092,695.22 元，调减应交税

费期末余额 10,092,695.22 元。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

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

六届三十六次董事会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8,545,980.99 元，调增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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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

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

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

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期末余额 8,545,980.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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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西铁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长发联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盛发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长发货运有限公司 

长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陆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望气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气象仪器厂有限公司 

上海拱极东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张东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川南奉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利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安庆长投矿业有限公司 

上海群商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