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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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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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过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证，

审计调整后，公司（母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179,627,103.21 元，净利润

149,335,806.93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实施

利润分配： 

1、提取 10%的净利润 14,933,580.69 元列入法定盈余公积金。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134,402,226.2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18,016,345.55 元；扣减 2020 年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39,311,646.66 元，加上 2020 年度直接计入留存收益 253,927.57 元，公司 2020 年末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13,360,852.70 元。2020 年度，公司拟以总股本 443,282,774 股

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53,193,932.88 元。 

3、分配后剩余利润 860,166,919.82 元转入下年未分配利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舜天 6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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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焱 卢森 

办公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电话 025-52875628 025-52875628 

电子信箱 ir@saintycorp.com ir@sainty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由贸易和投资两部分组成。贸易业务方面，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双

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一方面，做优做强存量，稳步发展以服装为核心的贸易主业，

包括服装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增量，开发“错位化、差异化、

门槛化”的新型特色市场业务，主要以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核电用材投标业务、央

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等国内贸易业务以及海产品进出口业务为主，产品主要包括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钢材、各类援外物资和海产品等。投资业务方面，以金融服务

业投资为主，兼具 PRE-IPO、PE 投资等。同时，公司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的资本

市场平台优势，挖掘资产估值洼地，积极寻找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的、具有较

高端科技含量的、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质投资项目，利用并购、重组等资本

市场手段，促进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加速形成，并做好投后管理，实现股权投资的资

本增值。 

经营模式： 

服装出口贸易的主要流程：公司通过设计、打样、报价、洽谈等环节与海外客户

签订出口合同订单；委托公司所属服装生产企业或者社会力量生产企业加工出口订单

产品，经过生产跟踪、质量检验等环节后，收购生产企业加工成品；通过报关出口、

国际货运等环节，将出口产品转售给海外客户，收取货款，结算加工费，核销外汇，

办理退税。 

服装国内贸易业务模式与服装出口贸易基本类似，其与外销业务的主要区别在于

货运方式和结算货币。 

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业务的主要模式是化工产品国内贸易；核电用材投标业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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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模式是工程项目招投标；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业务主要模式是钢材、机电产

品以及援外业务为主的国内贸易。 

化工产品、钢材、机电产品国内贸易模式较为一致，主要业务环节是公司通过各

类商务拓展和洽谈活动，取得客户的产品需求；利用自身的各类资质、渠道，寻求符

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供应商；并通过自身的资金实力、市场信誉、整合能力，为客户提

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与服务；与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分别签订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

期间做好订单跟踪、配套服务等相关工作，确保采购和销售合同得到有效履行，并结

清上下游款项。 

工程项目招投标以及援外业务模式比较类似，主要是公司获取商务客户和商务部

的公开招标信息后，研究招标需求，筛选国内供应商并开展询价等业务活动；制作投

标文书，参与招标；若中标，即根据投标文书的计划开展国内采购和供货准备，完成

货物交付后，开票收款。 

海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当前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公司在国内海产品消费市场

的多个细分领域内积极开拓市场，提升国内市场份额，利用高效合理的营销策略，建

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地位。公司已经和数家国际知名的海产供应商

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确保货源品质与供给。此外，公司还积极开发生产基地，与

海产品加工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完整的国际贸易+国内贸易服务产业链，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业绩驱动因素以及行业情况： 

1、进出口贸易业务 

进出口贸易业务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际经济景气度、汇率波动、生产要素

成本价格。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贸易形势极其复

杂严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及

时推动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稳住了外贸基本盘。总体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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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向好、好于预期，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提升，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业态模式不

断创新。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实现进出口 4.65 万亿美元，同比

增加 1.5%，其中出口 2.59 万亿美元，同比增加 3.47%。然而，服装出口行业却面临

着大量国外客户宣告破产、暂缓履行或取消在手订单、贸易摩擦、生产要素成本提升、

订单转移加速的不利局面。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 2020 年

累计出口 1,415.87 亿美元，同比减少 6.6%。 

2、国内贸易业务 

国内贸易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内经济的运行态势、生产成本要素价格、国

内商业企业的信用水平以及公司整合国内供应商的能力等。 

2020 年，中国政府面对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统

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显著成绩，经济总量破百万亿大关，三次产业全面恢复，发展基础持续加强。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9.2 万亿元，同比下降 3.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达到 51.89 亿元，增长 2.9%；据 IMF 独立统计，中国 2020 年度经济增

速达到 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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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976,579,987.94 5,174,448,925.40 15.50 3,974,605,802.19 

营业收入 4,378,079,123.30 4,621,763,768.41 -5.27 5,364,499,2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971,340.43 267,010,317.14 -38.96 85,437,00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397,943.75 65,077,947.13 0.49 43,617,16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25,370,207.60 2,268,132,381.05 15.75 1,826,716,38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230,595.91 220,155,326.64 -79.00 107,738,77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31 0.6113 -38.96 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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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7 12.38 减少5.71个百分点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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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728,765.74 1,135,115,053.78 1,137,957,829.86 1,303,277,47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6,878,240.12 -20,793,266.72 112,795,373.24 4,090,99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8,704,694.20 18,600,536.78 26,352,442.80 1,740,26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2,728,141.19 -13,366,879.50 89,011,587.38 363,314,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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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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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 218,278,355 49.97 0 无  国有法人 

陈子晖 0 2,738,9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程秀花 376,540 2,400,000 0.5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斌 439,100 2,239,900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849,700 2,205,772 0.50 0 无  国有法人 

范梅博 未知 1,832,276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川 未知 1,669,200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孙政 未知 1,650,000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0 1,570,937 0.36 0 无  国有法人 

元达信资本－工商银行－元达

信腾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489,957 0.3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天集团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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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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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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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是公司攻坚克难、稳中求进、严控风险、牢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基的

不平凡之年。这一年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公司在董事会

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市场需求萎缩、经贸摩擦加剧带来的重重挑战，在外贸凛冬之

际实现了稳健发展，一手抓改革创新和业务发展，一手抓内控建设和风险管控，各方

面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 年公司生产经营稳中有进，资产质量不断提升，团队

建设卓有成效，风控合规有效融合，续写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8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5.27%；实现利润总额 2.63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35.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 亿元，较上年度减

少 38.9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539.79 万元，较

上年度增长 0.49%。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

司持有、处置华安证券股票产生了大额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资收益，该事项对上年

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9,287 万元；而 2020 年度公司持有、

处置华安证券股票对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仅为 8,024 万元。 

2020 年，公司依据年度工作纲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目标，

四个重点”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1、聚焦贸易主业 

公司在坚定贯彻“双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发展格局，在稳住服装贸易业务基本盘的同时，抢抓疫情中的结构性业务机遇，

积极拓展新型特色市场业务，与核心战略客户的合作关系更加牢固，业务质量稳步提

升，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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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服装贸易业务 

2020 年，传统服装贸易业务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多重影响下奋力前行，

公司继续深度推进母子公司分工协同发展，母公司专注打造业务综合支持平台，子公

司不断提升专业化运营能力，共同推动传统服装业务继续做优做强。公司围绕设计、

研发、打样、生产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持续打造三大业务综合支持平台，不断强化综

合服务能力建设，增强公司服装贸易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面对大量订单取消或暂缓、

国外客户宣告破产等不利局面，公司立即出台政策对业务进行针对性扶持。面对疫情

的严重冲击，公司危中寻机，积极拓展疫情相关业务，挖掘结构性贸易机会，年内成

功完成防疫物资出口业务，为公司对冲疫情影响、稳住外贸基本盘打下了坚实基础。 

（2）新型特色市场业务 

受全球疫情冲击，公司及时调整、优化业务结构，重点开发“错位化、差异化、

门槛化”业务，在国家重点核电工程物资、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监控化学品

经营、中高端海产品及优质白酒等新型特色业务领域深耕细作，与多家大型国企及国

际知名企业形成更加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非居民消费品业务领域，公司重点

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业务增长点。在居民消费品业务领域，公司以国内国际

“双循环”为战略基点，化危为机，牢牢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业

务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落实人才强企 

公司始终围绕“务实高效、积极进取、业绩至上、效率优先”十六字团队精神，

努力打造适应新时期市场竞争的高质量人才队伍，在发展中持续提升团队的活力和战

斗力。一是加大人才梯队建设力度，公司不断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健全完善人才培养

机制，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举措，打造高质量人才“蓄水池”；二是加强对年轻、初创、

有潜力的骨干人员培养力度，全面提升新锐骨干追求卓越的意识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三是持续优化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优化内部薪酬结构与考核机制，强化激励措施与

绩效贡献、岗位价值、能力素质的匹配度；四是完善员工培训培养体系，坚持建设多

层次、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着力提升业务人员新业态环境下的专业能力水平。2020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年，公司稳步推进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动力和潜力，进一

步增强企业的经营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3、强化风险管理 

（1）加强业务风险管控 

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加强业务风险管控，持续优化以财务

管控为核心，业务、财务、法务深度融合的风险管控体系。基于自身业务特性，公司

重点建立以客户为核心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在业务前端有效施加风险控制，打造

了多层次业务风控模式。 

2020 年，公司初步建成了合规管理体系，通过识别合规风险，公司对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重要人员进行集中合规管理；推进制度优化和完善，建立符合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行业准则等合规要求的制度体系，构建了贴合公司经营和管理情况的合规

运行机制及合规保障机制，进一步夯实了公司风险防范和合规经营根基；公司全力营

造、维护业务发展的健康环境，于年内完成了海关 AEO 认证工作，提高企业的海关

信用，享受通关便利，赋能业务发展。 

公司积极推动内控、风控、合规体系的融合，以 ERP 平台为抓手，将业务流程

的关键节点逐一融合嵌入公司现有的 ERP 系统，并通过对业务、财务等数据的分析

使用，建立管控的数字化模型，对关键风险管控点初步实现了多维实时管控、自动预

警，不断加强风控合规管理的敏锐度、全面性，提高了应对外部市场复杂多变不确定

性的能力。 

（2）强化财务管理能力 

在财务管理方面，公司严格落实预算管理及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积极推动预算

管理工作的流程化、规范化，不断加强资金集中管控力度，并继续发挥自身资金结算

中心的作用，实现更高效、安全的资金运筹。公司还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开展了各类

专项检查工作，确保公司存货、应收账款风险可控，并不断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内部

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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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资源配置 

2020 年公司参股的厦门银行成功上市，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公司资产质量

进一步提升。公司继续做好投后管理，有序推进华安证券减持工作，年内以较好价格

处置股票 6,838.81 万股，实现了良好的处置收益。另一方面公司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

司的资本市场平台优势，挖掘资产估值洼地，积极寻找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具

有较高端科技含量的、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质投资项目，促进公司新的战略

增长点加速形成。 

5、严抓安全生产 

公司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严抓安全生产管理，全面保障安全

生产良好局面。2020 年公司有序推动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完善工作，先后出台了多项安

全管理制度。年初，公司即制定了《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确保分层次、分阶

段完成重点安全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责任状签到个人，真正

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教育，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

步提升公司员工安全生产意识与能力。公司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及专项整治工作，

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下属生产企业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对查出的问题进行清

单式管理，落实闭环整改。公司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6、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履行国企担当，年初积极发挥国际贸易的海外渠道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货源，不惜代价坚决完成了防疫物资保供任务，为全省抗击疫情做

出了贡献。疫情期间，公司先后组织两次员工无偿献血，并组织了捐款活动，充分彰

显了公司和员工的社会责任奉献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公司坚持贯彻党中央要求，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化村企联建工作，助力经济薄弱地区

脱贫致富。 

2020 年，公司在新冠疫情危机中积极作为，取得了良好成绩，但也有许多需要改

进和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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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队建设仍需深入 

一是职能部门价值创造能力有待加强，服务意识与专业水平有待提高，要更加深

入业务，挖掘潜在需求，创造服务价值，优化管理效能、推动创新业务发展。二是高

质量年轻业务人才储备不足，新生代业务员成长速度不及预期，公司后续将持续优化

选拔、培养、考核等内部机制，加快培育高度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年

轻业务人才。 

2、业务转型速度缓慢 

2020 年，新冠疫情引发了终端消费市场的全面变革，公司紧抓发展机遇，积极从

传统业态向新模式新业态、从外贸向内贸迅速转型，但整体来看，公司业务转型动作

较慢，市场敏锐度及执行力有待提高，下一步公司需投入更多资源，助推业务结构、

模式的转型升级。 

3、内部不平衡现象突出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各业务公司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加突出。公司

将通过机制优化、重点帮扶等手段为陷入阶段性困境的业务公司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

持。 

4、内部管控仍需提升 

公司已基本建成了涵盖全面风险、合规管理、内部控制及质量管理在内的大风控

体系，但与业务的契合度，以及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与事后管控能力仍需持续提升。2021

年，公司将优化 ERP 系统，完善风控体系，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8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5.27%；实现利润总额 2.63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35.08%；取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 亿元，较上年

度减少 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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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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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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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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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动参

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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