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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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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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152,946.32 元，净利润-566,742,8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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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913,360,852.70 元，扣减 2021 年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而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53,193,932.88 元及当期亏损-566,742,803.34 元，公司 2021 年末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93,424,116.48 元。 

鉴于 2021 年公司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均未实现盈利，依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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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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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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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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出口贸易业务 

2021 年全球疫情起伏反复，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能源紧缺、

运力紧张，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我国持续推进贸易结构优化，增长新动能加快积聚，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0,514.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其中，出口 33,63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进口 26,875.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1%。 

我国出口由需求旺盛、价格上涨、订单回流推动，实现“超预期”增长，纺织服装累

计出口 3,154.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8%，其中纺织品出口 1,452.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6%，服装出口 1,702.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0%。 

2、国内贸易业务 

2021 年我国疫情防控效果显著，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内市场

潜力巨大，改革开发纵深推进，为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

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4.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44.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5%。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江苏省省属国有控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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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核电钢材投标业务、优质白酒经营等国内贸易业务、木

制品出口业务以及海产品进口业务，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木制品、核电钢材、中高

端白酒、各类援外物资和海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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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贸易的主要模式为出口和内贸业务。公司通过设计、打样、报价、洽谈等环节

与国内外客户签订合同订单；业务环节主要包括订单生产跟踪、质量检验、物流运输、

制单结算等。公司充分发挥传统服装贸易在公司业务中的核心支撑力，紧紧依托内部开

放、协同、高效的设计打样、产能支持与研发展示三大综合支持平台，争取更多门槛化、

高效益订单，在稳住出口贸易基本盘的基础上向更高附加值节点不断进位。在中美贸易

摩擦仍未缓解、海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公司传统服装贸易业务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 

木制品出口业务的模式和服装出口业务相似。报告期内公司全力以赴抢抓结构性业

务机遇，面对年内海运运力严重不足、海运价格高企的严峻形势，充分调动各种运力资

源，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实现了木制品类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监控化工产品的主要业务环节是利用公司的各类资质、渠道，寻求符合客户需求的

产品供应商。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分别签订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并做好客户评审、订

单跟踪、货权管理、配套服务等相关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的监控化工产品贸易保持行

业领先地位。 

核电钢材业务以及援外业务模式比较类似：公司制作投标文书，参与重要客户和国

家的公开项目招标。2021 年公司牢牢把握“双碳”机遇，加大对核电钢材业务的支持力

度，中标多个核电站物资供应项目。公司紧跟国家全面扩大开放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

强与商务部的援外项目合作，援外业务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中标多个项目。 

海产品进口贸易中，公司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知名海产品供应商的黏性，不断开发新

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强化海产品业务下游渠道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报告期内，

公司还以培育“舜鲜”、“舜鲜宝贝”品牌为核心，通过天猫、京东等平台有序推进舜鲜旗

舰店的搭建工作，积极推动传统批发与新零售的互联互通，强化对产品和渠道的掌控力。 

中高端白酒国内贸易中，公司顺应当前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在白酒市场的多个细

分领域内进一步开拓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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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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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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062,462,735.01 5,976,579,987.94 5,976,579,987.94 -32.03 5,174,448,925.40 5,174,448,92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0,692,263.83 2,625,370,207.60 2,625,370,207.60 -32.55 2,268,132,381.05 2,268,132,381.05 

营业收入 3,876,151,729.75 2,969,265,779.06 4,378,079,123.30 30.54 3,565,314,397.88 4,621,763,768.4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3,748,061,299.01 2,858,898,390.87 4,353,052,379.78 31.10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446,996.07 162,971,340.43 162,971,340.43 -474.57 267,010,317.14 267,010,31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680,750.44 65,397,943.75 65,397,943.75 -1,009.33 65,077,947.13 65,077,94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3,461,530.86 46,230,595.91 46,230,595.91 -2,119.14 220,155,326.64 220,155,32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2 6.67 6.67 
减少34.39个

百分点 
12.38 12.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76 0.3731 0.3731 -474.57 0.6113 0.6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930 0.3731 0.3731 -473.36 0.6113 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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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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629,960.55 803,646,065.82 811,712,344.67 1,501,163,35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9,339.10 -49,298,236.30 -16,256,859.64 -540,182,56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60,168.55 -48,358,446.99 -14,009,371.73 -552,473,10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570,463.55 -96,748,138.51 -369,965,019.82 -226,177,908.9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通讯器材业务的商业模式重新进行了梳理，为更加严谨地执行收入准

则，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通讯器材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

“净额法”。本次更正涉及 2009年度至 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2021 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对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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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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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218,278,355.00 49.24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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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修良 9,688,838.00 9,688,838.00 2.19  无  境内自然人 

林川 3,385,197.00 5,054,397.00 1.14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子晖  2,738,900.00 0.62  无  境内自然人 

福建乐祥投资有限公

司 
2,472,400.00 2,472,400.00 0.5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钟斌 185,800.00 2,425,700.00 0.55  无  境内自然人 

范梅博 579,633.00 2,411,909.00 0.54  无  境内自然人 

林旭曦 2,215,400.00 2,215,400.00 0.5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 
 2,205,772.00 0.50  无  国有法人 

福建融信达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2,032,582.00 2,032,582.0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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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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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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76 亿元，较上年度调整后收入增加 30.54%；实现利润总额

-5.58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312.65%；取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0 亿元，较上年

度减少 4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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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