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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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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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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4
5

未出席董事姓名
董中浪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因公务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高冠江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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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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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 456,922,402.20

元 ( 母 公 司 ), 加 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2,754,093,312.37 元 ， 本 年 度 可 供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3,211,015,714.57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本年度所实现净利
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45,692,240.22 元、提取 25%的任意盈余公积金 114,230,600.55 元，
已 派 发 2017 年 度 现 金 红 利 134,187,861.08 元 ， 本 年 度 可 供 投 资 者 实 际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2,916,905,012.72 元 。 公 司 董 事 会 决 定 ， 公 司 2018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为 以 当 前 总 股 本
2,199,801,033 股扣除公司回购的股份后应分配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0.23 元（含税），
其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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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中储股份

股票代码
600787

变更前股票简称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彭曦德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
区18号楼
010-83673502
zhengquanbu@cmstd.com.cn

郑佳珍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
区18号楼
010-83673502
zhengquanbu@cmst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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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中储股份是业务涵盖期现货交割物流、大宗商品供应链、互联网+物流、工程物流、消费品物

流、金融物流等领域的现代综合物流企业，为我国特大型全国性仓储物流企业。
（一）公司所属行业的情况说明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现代物流业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 40 年。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经过全行业共同努力，物流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
业。一年来，物流业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平稳增长区间，运行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社会物流运行
质量和效益稳中有升。
公司所属细分行业为仓储物流行业。仓储物流是我国物流行业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社
会商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环节。2018 年以来，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中有变，
仓储行业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中储股份于 2014 年底联合建立了中国仓储指数，2016 年 1 月 6 日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正式公开发布。从中国仓储指数来看，2018 年，2 月份、6 月份和 7 月
份均处于 50%以下的收缩区间以内，其余各月均保持在扩张区间，而 2017 年仅有 7 月份处于收缩
区间。2018 年全年该指数的均值为 51.3%，低于 2017 年 1.1 个百分点。如下图：

总体来看，2018 年，同宏观经济“稳中有变”的大环境相应，国内仓储行业发展也是稳中有
变，而在这种变化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行业成本支出增速减缓，证明行业降
成本取得一定的成效，加之随着国内相关政策出台，企业信心增强，预期良好，后期国内仓储行

业稳中向好的基础仍较为稳固。
2019 年国内宏观经济发展质量有望继续提升，仓储行业需求基础稳固，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特别是互联网+高效物流将会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仓储行业的运行环境将会继续优化，
行业稳中向好的格局将会延续。
（二）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期，根据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核心业务具体如下：
1、期现货交割物流
中储股份是一家同时拥有海内外主要期货交易所交割库资质的企业。
公司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公
司主要品类的交割库容分别为热卷 36 万吨，螺纹 35 万吨，线材 8.8 万吨，铜 39.06 万吨，铝 28.85
万吨，铅 9.5 万吨，锌 9.5 万吨，纸浆 5 万吨，镍 2.4 万吨，橡胶 14 万吨，锡 0.5 吨，白银 0.1 吨，
白糖不低于 3 万吨，硅铁、锰硅各不低于 4 万吨，LLDPE、PP、PVC 合计 19.5 万吨，纤维板 11000
平米，胶合板 14000 平米，是国内重要的期货交割库运营企业。
截至 2018 年 12 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国 Henry Bath & Son Limited 集团有色金属业务量在 LME
排名第六，库存占 LME 全球交易 8%。
凭借期货交割、现货仓储的资源优势，连接国内与国际两大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渠道优势，结
合“中国放心库”品牌和 LMEshield 系统，依托货代、检验、金融服务等功能模块专业化能力，
公司为大宗商品期货与现货转换提供支持，形成了一系列涉及金融衍生品的服务功能，能够为客
户提供低风险、高质量服务。
2、大宗商品供应链
公司正积极打造供应链物流、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生态三层结构的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
形成链式供应链和圈式供应链两条业务主线，使其具备物流、贸易、金融、信息多种功能，为产
业链各方提供充分整合、互利共赢的供应链生态环境。
（1）圈式供应链
以市场为基础，以线上交易系统为载体，倾力打造供应链生态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
集、信息归集和交易资金周转。
公司拥有钢材、有色、建材、木材等多种类型市场，总建筑面积 38 万㎡，摊位总数近 7000
个，是大宗商品生产企业全国分销的重要平台。
（2）链式供应链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客户，充分发挥自身资金、网络和物流优势，深度介入其产业链的产
供销交易和物流环节，通过优化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集采购、分销、仓储、运输、加工、配送
等功能为一体的供应链服务。
3、物流+互联网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对物流产业的革命性影响，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推动信息技
术的引入和研发，并确立了技术创新引领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的目标，在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的
同时，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提高社会物流效率。2013 年以来，公司先后投资设立了中储恒科物联
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基本形成了“物流+互联网”的战略性业务板
块。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智运”
）打造了大型“无
车承运人”平台——中储智运平台。中储智运积极响应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线，将前沿现代物流管理理论与尖端物流数据分析相结合，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中储智运物流运力竞价交易共享平台，平台通过“运费竞价机制”
以及完整和透明的交易结构，实现货主和司机的精准配对，最大限度地降低货运成本，打造精准
物流服务生态圈，助推物流行业实现“降本增效”
。目前，平台业务范围拓展至全国 328 个城市，
涵盖运输路线近 8000 条，单日运输量超过 34 万吨，单月交易金额突破 12 亿元。2018 年，中储
智运年收入突破 100 亿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的前身为郑州恒科实业有限公司。自 1984
年进入衡器行业以来，恒科已成为行业领先者，负责起草了《GB/T11883 电子吊秤》国家标准，
参与起草了《GB/T21296 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国家标准和《JJG555 非自动秤通用检定规程》、
《JJG907
动态汽车衡检定规程》等检定规程，建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衡器实验室，是中国衡器协
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拥有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71
项、外观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10 余项。
恒科立足称重、深耕物联网，在智能工业、智能交通和智慧物流领域研发了一系列基于称重
的物联网产品，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商向物联网系统服务商的转型。无人值守汽车衡管理系统、工
业计量网络系统、条形码物流管理系统等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集装箱超偏载检测称重系统、集
装箱货场数字化管理系统、数字化仓库底层数据采集系统等广泛应用于铁路、港口和物流业；公
路计重收费系统、不停车快速检测网络治超系统、公路超限非现场执法系统等广泛应用于交通领
域。

4、消费品物流
公司拥有超过 4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站台库，结合自有仓储物流平台和业务需求，建立了
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干线运输网络和共同配送体系，能够为日化、食品饮料、酒类、零售、
冷链、包装化工、医药保健品、工程产品等消费品提供仓储、运输、配送以及包装、质检、进口
清关等服务；公司拥有一支素质高、经验丰富的业务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业务系统能够提供库存查询、在途跟踪、路线优化等功能，实现与客户系统的有效对接。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宝马、西门子、格力、五粮液、中粮、可口可乐、伊利、沃尔玛、华润万
家、京东、美团等。
5、金融物流
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公司于 1999 年在国内开展动产融资监管业务。十几年来，
公司累计为超过 5000 家中小企业提供金融物流服务，累计融资额 6000 多亿元；融资业务品种涵
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木材、石油及制品、化工、农副产品、食品、家用电器等十六大
类，一百多个具体品种；与全国 30 多家银行总行签订了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与 20 多家地方银
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发的业务模式包括仓单质押、逐笔控制、总量控制等多种模式，满足客户
不同的融资需求。
目前，公司正在探索通过互联网平台拓展新的互联网金融物流业务模式，使银行可以找到安
全的资金出口，使仓储客户可以获得快速的、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使公司获取综合服务收入的
同时带动仓储物流的收入，并提升公司整体的客户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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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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7年

22,539,280,052.22
38,128,005,542.56
477,764,713.78
25,749,113.67

调整后
19,307,612,323.30
33,116,772,521.11
1,347,273,291.88
51,257,578.80

调整前
18,720,183,153.37
25,603,249,823.58
1,337,780,593.57
53,254,533.25

11,043,869,032.05
924,281,696.33
0.2172
0.2172
4.3361

10,657,723,548.84
5,075,305,655.50
0.6125
0.6125
13.1968

10,556,836,774.42
5,045,559,410.04
0.6081
0.6081
13.3479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16.74
15.13
-64.54
-49.77

20,243,701,863.99
20,015,294,925.18
775,988,189.84
-27,281,418.80

3.62
-81.79
-64.5384
-64.5384
减少8.8607个百分点

9,547,534,580.80
-3,933,919,252.00
0.3528
0.3528
8.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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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8,480,848.07

10,310,224,363.43

9,934,928,955.01

10,714,371,37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281,269.97

63,429,445.47

-14,066,672.70

404,120,67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4,646,279.27

79,460,070.66

-22,563,656.90

-45,793,57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47,433,532.25

651,465,665.15

-169,067,061.85

1,589,316,625.28

营业收入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8 月，公司对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完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收购，为使财务数据
具有可比性，现对已披露的季报数据进行相应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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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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23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1,006,185,716

45.74

0

无

国有
法人

0

339,972,649

15.45

0

无

境外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110,455

75,331,537

3.42

0

未知

其他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338,940

37,393,992

1.70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9,828,109

24,834,736

1.1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21,087,100

0.96

0

未知

其他

股东名称
（全称）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
公司
CLH 12（HK）Limited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43,995,875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
性质

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映雪吴钩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800,053

12,800,053

0.58

0

未知

其他

渤海证券－工商银行－
渤海分级汇金 3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8,611,482

12,448,482

0.57

0

未知

其他

11,520,141

11,520,141

0.52

0

未知

其他

5,018,400

9,672,341

0.44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
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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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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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
余额

利率

2019
年8月
13 日

16

5%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交所

2018
年7月
19 日

2023
年7月
19 日

5

5.78%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交所

2018
年 12
月3日

2023
年 12
月3日

10

5%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交所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2012 年中
储发展股
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
券

12 中
储债

122176

2012
年8月
13 日

中储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第一
期）

18 中
储 01

143026

中储发展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
券（第二
期）

18 中
储 02

155066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约定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向“12 中储债”持有人支付了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2012 年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2 中储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
公司 2012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12 中储债”）进行跟踪评级。本期公司债券 2012 年度-2017 年度
的跟踪评级结果均为：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本
期债券“AAA”的债项信用等级。
《中储股份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全文详见 2018 年 4
月 27 日的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
（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中储 0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
）对本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
“18 中储
01”
）进行评级，新世纪评级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给予本期债
券“AA+”债项信用等级。
（三）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中储 0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
）对本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
“18 中储
02”
）进行评级，新世纪评级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给予本期债
券“AA+”债项信用等级。
（四）其他债券
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详情请查阅 2016 年 4 月 13 日和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中证报、上证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公司委托新世纪评级对本公司进行主体评级，评级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9
日，新世纪评级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2017 年 2 月，公司收到
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2017]SCP29 号）
，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
金额为 50 亿元。后来，本公司继续委托新世纪评级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和 2018 年 5 月 4 日对
本公司进行主体评级，新世纪评级均给予本公司“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9.30

43.63

5.6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

0.26

-0.16

利息保障倍数

3.45

12.61

-9.1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3,812,800.55 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3,684,230.93 万元，实现利润总

额 62,214.17 万元，比上年减少 119,436.68 万元，减幅为 65.75%。实现净利润 45,893.59 万元，
比上年减少 89,380.41 万元，减幅为 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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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因联营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联营公司诚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
入准则。本公司按照其编制的财务报表直接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并对比较财务报表进
行了追溯调整。
②因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导致的会计政策
变更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
〔2018〕15 号）
，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报表项
目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列示如下：
2017.12.31/2017 年度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1,685,391,186.1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调整后
1,685,391,186.18

应收票据

360,359,108.12

-360,359,108.12

应收账款

1,325,032,078.06

-1,325,032,078.06

其他应收款

3,196,754,447.62

66,688,194.98

66,688,194.98

-66,688,194.98

2,612,802,808.85

-1,996,954.45

2,610,805,854.40

1,381,485,017.34

1,381,485,017.34

应收利息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263,442,642.60

应付票据

1,009,893,663.66

-1,009,893,663.66

应付账款

371,591,353.68

-371,591,353.68

其他应付款

702,150,848.96

162,924,974.00

应付利息

87,252,549.51

-87,252,549.51

应付股利

75,672,424.49

-75,672,424.49

管理费用

555,332,304.58

-8,218,433.67

547,113,870.91

8,218,433.67

8,218,433.67

-1,996,954.45

1,492,925,488.33

研发费用
投资收益

1,494,922,442.78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无应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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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075,8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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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6 户，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 户，减少 1 户，详见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