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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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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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友国际 60387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慧峰 - 

电话 010-88998888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

际商务中心8层806室 

- 

电子信箱 jy_board@jyinternational.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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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23,843.82 894,303,277.00 11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46,642,456.07 573,686,812.38 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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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25,382.38 -863,296.1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893,299,917.47 1,432,876,061.01 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653,643.69 113,342,837.79 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3,079,647.95 112,784,889.12 1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05 26.72 减少14.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258 1.8890 -2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258 1.8890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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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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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000 42,000,000 42,000,000 无 0 

韩景华 境内自然人 22.2282 24,895,570 24,895,570 无 0 

孟联 境内自然人 11.5218 12,904,430 12,904,430 无 0 

武子彬 境内自然人 0.7500 840,000 840,000 无 0 

王本利 境内自然人 0.7500 840,000 840,000 无 0 

侯润平 境内自然人 0.7500 840,000 840,000 无 0 

白玉 境内自然人 0.7500 840,000 840,000 无 0 

唐世伦 境内自然人 0.7500 840,000 840,000 无 0 

陈海涛 境内自然人 0.2239 250,740 0 无 0 

宋萍 境内自然人 0.2046 229,1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韩景华直接持有公司 22.2282%的股份，孟联直接持有公

司 11.5218%的股份，韩景华和孟联通过嘉信益控制公司

37.5000%的股份，对公司实行共同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不知晓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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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流行业基本情况 

1、2018 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运输

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3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6.9%，社会物流总费用 6.1万亿元，同比增长 9%。货运增速加快，铁路货运比重有所提高，

完成货运量 232.1亿吨，同比增长 6.9%。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回升，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完

成 65.4亿吨，同比增长 2.4%。 

2、2018 年上半年，我国货运增速加快，铁路货运比重有所提高，完成货运量 232.1 亿吨，

同比增长 6.9%，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0.6个百分点。分方式看，铁路货运保持较快增长，完成货运

量 19.6 亿吨，同比增长 7.7%，占全社会比重达 8.4%，同比有所提高，铁路大宗物资运输优势进

一步发挥，煤炭增量占总增量的 80%左右；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回升，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

完成 65.4 亿吨，同比增长 2.4%，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0.9 个百分点，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别增

长 2.1%和 2.9%。从重点货类看，能源和集装箱较快增长，北方港口煤炭下水量同比增长 6.4%，

原油、液化气外贸进港量分别增长 6.0%和 36.7%，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5.4%。铁矿石和矿建材料出

现下降，其中铁矿石外贸进港量下降 1.1%、砂石等矿建材料吞吐量下降 5%。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位运行。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33万亿元，同比保持稳定。公路

水路完成投资 9,806亿元，同比增长 1.4%。 

3、公司主营业务为跨境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和供应链贸易业务。多式联运指联运经营者受

托运人、收货人或旅客的委托，为委托人实现两种以上运输方式（含两种）或两程以上（含两程）

运输的衔接，以及提供相关运输物流辅助服务的活动。多式联运及跨境（国际）多式联运已成为

全球交通运输领域关注的热点，欧盟已将 2018 年定为“多式联运年”。在欧盟“多式联运年”行

动倡议中，强调“更好的基础设施、互连互通、激励措施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根据《中国商贸物流运行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2,490列，同比增

长 69%，开行态势良好，运输更加趋于双向均衡，为“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打造了国际贸易新优

势。 

4、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货运总量已达到 471.58亿吨的规模，全国社

会工业品物流总额则达到了 234.50万亿元。“十三五”期间，我国货运总量年均增速将处于 7%-8%

的区间。因此，货运规模作为多式联运的市场基础，在“十三五”期间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单一的运输方式很难再满足企业庞大的物流需求。多式联运能有

效对固有运输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削弱单一运输方式的不利影响。如海陆联运在控制成本的同时

能有效解决单一运输方式覆盖范围有限的缺点。采用海陆联运后，使整个运输网络扩展到各个分



散的大陆板块，对运输网络相对单一的陆运来说扩展到了不相连接的大陆板块，对相对单一的海

运来说又能够扩展到内陆区域，再加之我国现阶段公路已经实现了全国县级城市的联通，因此采

用海陆联运后货物运输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实现全国覆盖。另外，大多数的多式联运线路运输费

用低于公路直达运输费用，平均降低成本约 30%。 

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其

落实均需物流行业的有效支持，多式联运作为加快物流流转效率的重要手段，受到了各项国家战

略规划的支持，包括《“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推进物流大通道建设行动计

划（2016—2020 年）》、《关于推动交通提质增效提升供给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等，而 2014年国

务院印发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中将“着力降低物流成本”列在发展重点第

一位，将“多式联运工程”列为重点工程第一位。2017 年 1 月交通部等 18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鼓励开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则是对发展多式联运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已将多式

联运发展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政府将持续加大对多式联运的支持力度。我国多式联运将

朝着标准化、集装箱化、规模化、服务多元化、最优化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蓬勃发展。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2018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329.99 万元，同比增长 32.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65.36 万元，同比增长 23.21%。公司总资产 196,272.38万元，较 2017年末

增长 119.47%。 

2018年上半年，公司股票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并上市。公司借助此契机，进一步明确

公司发展战略，梳理公司两大业务发展的有效路径，协调配合、形成了良好的业务生态圈；围绕

客户产品以及上下游的物流需求，公司逐渐成长为以专业化、技术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跨境综合

物流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以此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寻求业务新的增长点和实现既有业

务的新突破，公司积极布局，聚焦垂直细分市场，进一步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建立更广泛的

客户基础；同时加强业务团队建设，持续迭代、优化自主研发的智能综合物流服务等信息系统，

提升了运营效率。具体工作成果如下： 

1、公司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使公司在市场的知名度以及资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公司将积极布

局，沿着“一带一路”，尤其是非洲市场，复制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 

2、进一步创新公司业务架构，激发公司业务协同配合，创造公司业务价值。公司建立了以北

京总部作为财商一体化的运营中心，全面管控公司业务系统和经营风险，及时响应客户需求，提

高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公司在天津、新疆、甘其毛都、二连浩特等港口、口岸节点已建立完整

的业务执行体系，可高效执行公司的具体业务操作；公司计划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

设立电商平台，充分利用公司掌握的物流资源，进行线上交易，极大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

为线上物流业务的整合者；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业务平台，运营管理公司海外业务。通过业

务流程再造，明确了各个业务板块的战略定位和职责，为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3、明确公司发展战略。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市场，公司在认真总结过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明确了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形成了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为公司业务拓展之路径。公司聚焦矿产品物流这个细分行业，通过国际和国内、线上和线下双轮

驱动，为客户提供高效跨境综合物流服务，实现公司跨越发展。 

4、夯实公司核心业务，围绕客户的上下游不断开拓新的客户。2018 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参

与哈萨克矿业有限公司（KAZ Minerals PLC）Aktogay 第二选矿厂的工程扩建项目国际物流运输

招标工作，并成功中标；与神华内蒙古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蒙古国矿业公司三方共同签署 5 年

期内每年供应 300万吨主焦煤及 100 万吨 1/3焦煤产品的国际矿能产品跨境供应链业务合作框架

协议；公司积极开拓新客户，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物流合作协议，丰富了

公司客户资源。 



5、2018 年，公司经过调研分析，国内许多公司和公司部分客户在非洲有极大的矿产品投资

计划，为了满足客户在非洲市场的物流需求，公司收购上海枫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利用枫悦国

际在非洲市场稳定的客户和运输资源，快速整合非洲市场的物流资源、渠道，在非洲市场加速业

务拓展。2018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参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云铜香港有限公司、紫金矿业物

流有限公司、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十五冶金通物资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

在非洲的刚果（金）、赞比亚投资的铜冶炼厂建设期项目和铜产品运输等跨境综合物流项目的招投

标进程。上述部分项目已于报告期内中标并开始实际操作。 

6、为寻求业务新增长点和实现既有业务的新突破，公司积极布局 LNG能源物流基地，同时配

合物流业务拓展的融资租赁业务，进一步构筑和完善公司主营业务的生态圈，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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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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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韩景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