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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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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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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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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187,479,264.41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1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205,235,23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64,188,189.60元（含税），占2021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8%。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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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程邦达 60383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大伟 苏春暖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

大厦B座10层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

路6号华润大厦B座10层 

电话 0532-85759915 0532-85759915 

电子信箱 secretary@bondex.com.cn secretary@bondex.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公司所处行业—综合性现代物流服务业 

公司立足于跨境环节，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物流产品及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属于现代物流背

景下的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范畴。 

（二）需求端分析—外贸进出口发展情况及其对本行业的影响 

公司主要为进出口贸易客户提供跨境物流服务，因此本行业景气程度与外贸进出口活跃程度

及外向型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1、宏观维度—外贸进出口行业发展情况 

（1）对外贸易总额创新高，全球第一大大商品贸易国的地位得到巩固 

2021 年，在德尔塔及奥密克戎等病毒变异体全球范围内多重反复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在全球

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以人民币计，2021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达 3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创历史新高。中国与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稳定，“一带一

路”沿线新兴贸易市场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中国保税贸易蓬勃发展 

2021 年，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 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8%，较同期全国外贸进出

口增幅高 2.4 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值的 15.1%。  

2、微观维度—外向型产业结构变迁 

（1）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部分企业成长为全球性龙头 

随着“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先进产能比重持续上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数据统计，2021 年中国全年社会物流总额 33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物流需求同比增加 18.2%，增幅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同时，随着产业技术的积累与进步，一些国内企业依托中国业已成熟且稳定高效的配套供应

链体系，成长为具有一定行业主导权的全球性龙头企业。 

（2）中国外贸“OEM-ODM-OBM”升级，中国品牌崛起，中国制造出海 

随着核心技术及原材料的掌握、内需消费升级对供给质量的拉动以及线上化营销渠道的打通，

中国品牌逐步在世界赢得话语权，中国外贸中枢也逐渐开始由 OEM 向 ODM 及 OBM 模式转型升

级。伴随着中国品牌崛起，部分中国制造企业也积极布局海外，一方面投资建厂，将附加值较低、

不再具备成本优势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另一方面，也立足海外市场，建立技术研

发中心、营销服务中心，以实现中国品牌在研发端、流通端的本土化落地。 

3、对本行业的影响 



（1）“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趋势奠定跨境物流需求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不可替

代的核心环节；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第二大消

费市场。RCEP 正式落地生效以及“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持续拓展也将带动中国跨境物流市场规模

长期、稳定、可持续扩大。 

（2）先进制造业集群带动专业、全程供应链物流需求，构筑中长期结构性需求红利 

先进制造产业产品结构复杂、原材料/配件品种繁多、承运货物货值高、技术更新换代快、供

需关系变化迅速。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进程专业、全程供应链物流服务行业

作为关键配套性产业，将伴随中国产业升级迎来高速发展周期。 

（3）跨国界的中国制造需要国际化的中国物流 

中国制造、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话语权越来越高，本土物流企业

担任的角色也将发生质变。过去，外资品牌商往往直接指定外资背景物流企业作为的国际物流总

包商，该总包商再将部分境内段业务分包给国内物流企业。中国物流企业作为境内段、单环节业

务分包商，赚取利润基数薄、议价力低。中国制造崛起出海后，在全球物流总包商的选择上，更

倾向于中国物流企业。在中国制造出海导致中国货主支付物流费用占比不断提升的长期发展态势

下，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真正具备多链条、跨国界、高效率服务能力的中国物流企业将迎来属

于自己的需求爆发期。 

（三）供给端分析—国际运力供给情况及其对本行业的影响  

运力采购成本是跨境物流企业最重要的成本构成。国际运力供给格局及运价波动趋势对本行

业产业格局构成重要、直接影响。 

1、运力供给格局及价格波动情况 

（1）海运运力供给及价格波动情况 

2021 年，受全球各地防疫政策影响，国际航运端运力投放和使用效率受到显著抑制。港口拥

堵、船期紊乱渐成常态，集装箱空箱周转速度迟缓等现象相较 2020 年未见缓解。根据上海航运交

易所数据显示，全球集装箱班轮综合准班率在 2021 年 7 月至 11 月间均低于 2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运输需求同比大幅回升，客观上导致市场“一箱难求、一

天一价”，运费全年居高不下。 

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持续高位，全年 CCFI

均值为 2615.54 点，同比增长 165.69%；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全年均值为 3772.74 点，



同比增长 199.80%。 

（2）空运运力供给及价格波动情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全球航空货运定期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航空运力相较 2020

年同比提升 13.8%；空运运力相较疫情前水平仍有差距，2021 年空运运力相较 2019 年下降 10.9%，  

与空运运力缓慢恢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空运货量需求的快速爬升，国际空运供需缺口直接推

动了全球航空货运运价的抬升。 

2、对本行业的影响 

（1）国际运力供给失衡，催化跨境物流“头部效应”  

2021 年国际干线及枢纽端运力供需差迅速走扩，货主方为了保证自身供应链稳定性，倾向于

直接与能锁定舱位资源、通过多元化运力组织方式保障运输时效性的头部跨境物流企业合作。国

际运力供给失衡格局间接加速了中国跨境物流行业向头部集中的发展趋势。 

（2）海运出口 CIF 条款占比提升，提升物流企业短期毛利水平，或构成中长期利好 

国际运力供需错配格局下，国外商品买方为避免承担高昂的运费，将大量传统以 FOB 条款交

易的货物转变为 CIF 条款。CIF 条款下服务环节（如运输、保险、关务等）增加，单箱毛利相比 FOB

模式也有提升，带动了部分中国物流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随着中国企业从代工方向品牌方的角色转型，或对中国物流企业中长期利好。 

（四）产业政策及其对本行业的影响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性，增强国际物流服务竞争力，补齐我国国际

供应链安全的重大短板，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紧迫任务。 

2021 年 3 月 12 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

《规划》）)正式印发。作为指导今后 5 年及 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提

及“物流”20 次，提及“供应链”13 次，明确指出要“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优化国际物流通道”、“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  

（五）行业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 

物流产业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各环节，因此其经营模式与发展阶段与

实体经济发展模式与阶段息息相关。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经济高速发展”向“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型的历史时期，产业结构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高技术产业与低端落后产业并存。



因此，在物流运作领域，这种产业结构的多面性、复杂性就体现为交易型传统物流、契约型合同

物流、战略型供应链管理三种业务发展形态在物流服务市场的同时存在。由于历史原因，交易型

传统物流仍然是当下相对最为主流的服务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重心逐步向高技术、新兴领域转移，中国企业也逐步从

代工方向品牌方转型。这个过程对物流企业的集约化、精细化、智能化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为具备上述能力的优秀物流企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历史潮流下，物流产业主

流经营模式也将逐步由交易型传统物流向契约型合同物流乃至战略型供应链管理方向升级。 

在此趋势下对中国物流企业的要求与挑战在于：①物流企业需要具备整合多区域“订-拖-仓-

关”资源，形成“端到端”全链路服务能力；②物流企业需能针对客户业务碎片化、需求个性化提供

定制化解决方案；③物流企业需要快速扩充自身海外服务能力，以满足跨国企业海外的物流需求

式。 

二、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综合性现代物流服务业，主要以各类进出口贸易参与主体为服务对象，为其规划、

设计并提供专精于跨境环节的标准化物流服务产品与定制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公司业务体系随着

市场需求演变，形成了“基础分段式物流”、“一站式合同物流”、“精益供应链物流”以及“供应

链贸易”四大核心业务板块。 

1、基础分段式物流 

指围绕国际空、海、铁运进出口业务链条，为客户提供订舱、关务、仓储、拖车单一环节服

务的业务模式。基础分段式物流是规模化形成基础货源与运力资源的业务支点，是公司整体业务

体系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 

2、一站式合同物流 

指以订舱、关务、仓储、拖车为基础服务科目，结合客户保税仓配、多式联运、“一票直达”

等增值服务需求，生成一站式服务方案并予以交付的业务模式。业务形态层面，一站式合同物流

是基础分段式物流的拓展和延伸。 

3、精益供应链物流 

指根据客户供应链环节特性，为其量身定制贯穿全生产经营流程物流服务方案并予以精准交

付的业务模式。作为公司现有业务结构中最高级业务形态，精益供应链物流在一站式合同物流基

础上，叠加了原材料全球流集采分拨、VMI管理、厂内物流、线边库代管等具备“主动管理”属性



的服务科目。目前，公司精益供应链物流业务板块主要服务于泛半导体产业（芯片、面板、半导

体设备）及精密电子产业。 

4、供应链贸易 

指根据客户采购委托，购入符合要求的商品，并最终将商品销售并配送至客户指定收货地点

的业务模式。供应链贸易在公司整体业务体系中起到辅助配套作用。 

（二）公司的市场地位 

业务体量：根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组织公布的信息，公司位列 2020年度中国国际货代物

流综合收入第 16名，海运收入第 10名，空运收入第 21名,民营企业第 6名。 

企业荣誉：公司被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评选为国家 5A级（最高等级）物流企业，担任中国报

关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常务理事，是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场指定运

输服务商。 

（三）业务发展机制 

公司创立以来主要采用轻资产的经营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外部物流资源，为客户提供

跨区域、多环节的系统化跨境物流服务。 

目前，公司已构建形成横向扩张（全球网点布局）与纵向延伸（行业客户深耕）相结合的“双

轮驱动”式发展机制。“横向扩张”服务于中国品牌出海浪潮，带动公司实现规模化经营，保障公

司整体运行效率与单位成本优势，为“纵向延伸”的顺利展开奠定营运网络、作业能力、运力资

源基础；“纵向延伸”服务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带动公司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提升公司

整体服务水平，也为公司伴随核心客户成长，实现业务版图可持续性“横向扩张”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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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299,930,822.35 1,884,749,392.86 128.14 1,371,603,487.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17,063,832.08 854,942,919.46 147.63 720,323,998.71 

营业收入 11,913,083,361.27 5,427,929,319.17 119.48 3,413,338,362.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8,979,235.66 185,269,139.34 158.53 103,400,143.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438,628,440.50 150,354,361.25 191.73 98,105,744.50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3,534,664.82 119,383,892.10 279.90 98,824,483.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0.87 22.79 

增加8.08个百

分点 
16.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61 1.20 117.50 0.6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61 1.20 117.5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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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5,998,874.87 2,667,096,046.93 3,643,077,216.77 3,526,911,2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7,757,355.35 96,775,090.86 196,414,982.98 118,031,80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5,677,324.81 90,575,666.08 183,694,915.34 98,680,53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914,419.31 65,370,155.59 45,810,276.13 386,268,652.4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0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70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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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唐海 0 54,250,000 26.43 54,25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青岛泛海达商务企 0 53,630,385 26.13 53,630,385 无   境内非国



业（有限合伙） 有法人 

王希平 0 8,750,000 4.26 8,75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晟维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晟

维睿远私募基金 

7,782,912 7,782,912 3.7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青岛恒达斯邦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7,670,000 3.74 7,67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海洋新动

能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0 7,542,337 3.67 7,542,33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平阳贸联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6,926,636 3.37 6,926,63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青岛海睿邦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4,200,000 2.05 4,20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青岛华正德商务企

业（有限合伙） 
0 3,955,879 1.93 3,955,87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张晓燕 0 3,500,000 1.71 3,5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吴叔耀 0 3,500,000 1.71 3,5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唐海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海在泛海达、恒达斯

邦、华正德担任 GP。唐海、泛海达、恒达斯邦、华正德构成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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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53%。公司总资产为 43.00 亿元，同比增长 128.1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7 亿元，同比增长 147.6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