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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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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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117,232,500.34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为364,326,376.91元。考虑到公司

当前业务发展和未来战略升级可能产生的资金需求，董事会提议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它形式的分配。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

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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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龙股份 6010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永直 许金龙 

办公地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

区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A4-4号

楼1101-1室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

区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A4-4号

楼1101-1室 

电话 0531-86171227 0531-86171227 

电子信箱 zqb@yl601028.com zqb@yl601028.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目前，公司贸易业务已覆盖煤炭、橡胶、化工

品、农产品、油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类别，未来随着业务布局的扩大、业务模式的持续优化，

公司将集中资源扩展盈利能力更强、业务稳定性更好的产品，开拓新的客户群体和销售渠道，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2020 年，公司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布局，积极推动主业发展，提升经营质量。在煤炭、橡胶、

化工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基础上，新增了油品、矿产品两大业务板块。公司凭借核心管理团队

多年来积累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和产业资源，2020 年大宗商品贸易业务贡献营业收入

1,190,828.07 万元，贡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3.25 万元，未来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

持续优化，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经营模式 

公司的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主要是围绕产业客户整合资源，通过对渠道的自主控制，实现产业

链上下游产品的流通。公司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下游客户的差异化需求，集中向上

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再销售给下游客户，以此获取交易差价保证合理的商业利润。 

目前，公司贸易业务已覆盖煤炭、橡胶、化工品、农产品、油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类别，

未来公司将继续优化业务经营模式，不断拓展业务经营范围，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运输方面，公司主要采取船运、陆运进行货物转移，通过加强对仓储、交割、结算等关键环节的

综合管理，降本提效，持续改善公司业绩。 

公司已建立了稳定的供应渠道和销售渠道，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和供应商资源，通过与上

下游的深入沟通、密切合作，保证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持续稳定，做大做强。公司拥有一支深

扎大宗商品领域多年、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业务经营团队，能有效把控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走

势和行业发展趋势，在现货贸易的基础上，辅以期货交易，通过现货与期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

为上下游产业链提供稳定的贸易服务，另一方面规避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以保证合理利润。 

3、行业情况 

（1）贸易行业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国家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

形势下，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推动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行业优化升级的政策措施。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32.16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其

中，出口总值为 17.9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进口总值为 14.2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7%。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

界首位，完善的工业门类和制造业基础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2）煤炭贸易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我国煤炭产量为

38.4 亿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0.9%，全球煤炭总量为 74.38 亿吨，我国煤炭产量超过全球煤炭总产

量的 51%。  

我国煤炭资源呈现出“生产地、消费地天然分离”的特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供

给向资源优势区域集中，煤炭跨区域调运的需求进一步增强。根据《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全国煤炭开发的总体布局是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由于煤炭跨区域调运规模大，

且运输过程中往往涉及多次贸易流转，煤炭贸易业务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全国煤炭生产越来越向晋陕

蒙地区集中，全国煤炭产能总体宽松与区域性、品种性和时段性供应紧张的问题并存，深化煤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橡胶贸易业 

橡胶是一种世界性的大宗工业原料，具有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双重特性。其中，天然橡胶产地 主

要集中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少数亚洲国家和尼日利亚等少数非 洲



国家。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橡胶消费大国，自产的天然橡胶相对于消费量存在巨 大

缺口，基本靠进口来补足。2020 年，在天然橡胶全球产量下滑之下，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未降反

增，累计进口量达到 590.21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特别是 7-11 月份连续 5 个月创下历史

同期新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天然橡胶产地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

地区。我国天然橡胶生产量与消费量的不均衡、 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逆向分布特点决定了我国天然

橡胶跨区域贸易流转的巨大市场需求。 

（4）化工品贸易 

化工贸易与化工行业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化工行业的良好发展为化工贸易行业的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化工贸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化工品大量进出口需要专业化工跨境物

流服务商提供服务；二是我国化工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区域不平衡，使得国内化工品运输需求较

大；三是化工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将物流环节从生产企业剥离出来实现整体外包，继而推行第三

方物流以及贸易，是化工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另一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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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2,030,779.15 2,216,859,088.83 67.45 2,834,113,135.65 

营业收入 11,908,280,689.48 1,839,497,247.71 547.37 1,522,929,64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232,500.34 20,415,360.23 474.24 21,880,17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728,094.48 6,837,730.73 1,607.12 -59,098,80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84,513,192.34 2,067,280,692.00 5.67 2,047,145,51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3,046,374.22 -1,051,380,898.59   -89,225,97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97 0.0261 473.56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97 0.0261 473.56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51 0.99 

增加4.52

个百分点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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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935,954.18 2,972,513,881.39 4,864,456,559.41 2,730,374,29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067,949.16 36,069,691.26 38,015,051.29 22,079,80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21,067,949.16 36,021,438.81 38,011,076.29 21,627,630.22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001,761.18 -180,086,516.33 -89,556,609.84 -54,405,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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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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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厚皑科技

有限公司 
0 203,621,858 26.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济南高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87,920,000 187,920,000 24.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向东 18,958,800 18,958,800 2.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东 16,296,240 16,296,240 2.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建岳 13,887,508 13,887,508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国金 11,280,000 11,280,000 1.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永明 10,329,732 10,329,732 1.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章琍 10,054,000 10,054,000 1.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祖根 8,336,760 8,336,760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波 7,290,000 7,290,000 0.93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厚皑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除厚皑科技外，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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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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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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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0,828.07 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23.25 万元。 

煤炭方面，公司实现煤炭销售 1,964.82 万吨，煤炭营业收入 937,180.54 万元； 

天然橡胶方面，公司实现天然橡胶销售 9.72 万吨，天然橡胶营业收入 96,758.52 万元； 

化工品方面，公司实现化工品销售 56.28 万吨，化工品营业收入 89,006.34 万元； 

原油方面，公司实现原油销售 7.75 万吨，原油营业收入 17,329.43 万元； 

农产品方面，公司实现农产品销售 2.49 万吨，农产品营业收入 31,070.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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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应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编制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公司财务报表。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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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6 家，报告期内新增 5 家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