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713                                        公司简称：密尔克卫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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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尔克卫 60371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缪蕾敏 饶颖颖 

电话 021-80228498 021-8022849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锦

绣申江华虹创新园39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锦

绣申江华虹创新园39号楼 

电子信箱 ir@mwclg.com ir@mwc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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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9,999,719.98 2,569,123,443.18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54,497,848.38 1,434,668,622.92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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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92,493.72 47,978,444.49 155.93 

营业收入 1,485,413,749.79 1,112,466,569.96 3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0,737,828.36 94,283,869.12 4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763,885.62 90,867,435.35 5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32 7.30 增加2.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62 46.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62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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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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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银河 境内自然人 28.46 44,032,999 43,577,999 无 - 

李仁莉 境内自然人 14.44 22,345,009 22,345,009 无 -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86 18,349,269 0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3 8,550,660 0 未知 -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86 7,526,882 7,526,882 无 -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55 5,500,000 5,500,000 无 -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55 5,500,000 5,500,000 无 -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 

其他 2.54 3,933,002 0 未知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4 2,531,423 0 未知 -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

合 

其他 1.62 2,500,009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陈银河与慎蕾为夫妻关系，第二大股

东李仁莉与慎蕾为母女关系，因上述三人均持有或曾

经持有本公司股份，公司将上述三人认定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陈银河与李仁莉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陈银河持股 100%的演寂投资为演若、演智、演惠

的普通合伙人，陈银河实际控制上述三家合伙企业； 

3、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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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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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6,61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6%。分季度看，一

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公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

内外环境，在疫情期间积极复工复产，不断降本增效，夯实基础管理，优化资产布局，理清业务

思路，布局全国网点，并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一）主营业务持续发展，新业务不断突破实现高质量增长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541.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3.52%；发生营业成

本 120,540.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55%；净利润 14,061.2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9.78%。 

鉴于严峻的外部环境，结合自身优势与不足，公司除了大力发展已有业务外，着力于补齐业

务的短板，比如铁路、内贸、自揽货等业务，并积极拓展线上新业务，主要有线上物流电商“化

e 运”、线上交易平台“昤元素”等，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开发新区域、挖掘新客户，打造供应链

上下游健康的生态圈。 

（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打造化工物流一站式中国密度建设 

公司打造全国 7 个集群的建设，分别为：北方（天津、大连、营口）、山东（青岛、烟台）、

长江（南京、镇江、张家港、太仓、连云港）、上海、浙闽（宁波、厦门、福州）、西部（新疆、

西安、川渝、昆明）和两广（广州、清远、中山、东莞、惠州、湛江、防城港），集中公司资源高

效发展最优网点，通过团队协作和系统管理，结合自建和并购，为实现《密尔克卫“五五”战略



规划（2019-2023 年）》而布局中国密度建设。自 2018 年底以来，公司先后收购了镇江宝华、上

海振义、天津东旭、湖南湘隆、山东华瑞特、大正信（张家港）等公司，新设立了化亿运物流科

技、山东密尔克卫 2 家全资子公司，并拟在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全

国集群建设进一步完善。 

（三）管理体系优化提升，加强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业务的日趋复杂，公司为保持运营风险不增、组织活力不减，投入了

大量的精力进行内部管理体系和组织的提升。薪酬体制和绩效考核的改革、精益化管理等都加强

了公司卓越的运营能力，为公司保持有序增长而打下扎实的基础。公司注重资产效率的提高、服

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的提升，并形成了体系化的考核。公司对于安全和科技持续投入，自行研发了

ASM 监控系统、MCP 业务系统等并在 2020 年再次完成优化升级，把安全保障和科技驱动作为重

要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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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不会

对当期和本次变更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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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