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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杜丽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63,092,267.47 1,965,667,463.57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0,094,570.28 1,631,463,373.36 2.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93,749.21 -103,356,628.2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6,294,404.67 311,324,532.10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72,835.61 52,287,300.96 -2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81,846.73 51,553,592.66 -3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3.33% 减少0.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1418 -2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2 0.1418 -25.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979.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75,864.9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4,177.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47.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2.30

所得税影响额 -916,868.26

合计 3,290,988.8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2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1,688,980 24.87 91,688,980 无 0 国家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53,273,945 14.45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38,040,701 10.32 无 0 国有法人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23,333,333 6.3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自贸试验区畅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433,434 5.00 无 0 国有法人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16,933,536 4.59 无 0 国有法人

徐峰 4,720,362 1.2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3,790,514 1.03 3,790,514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394,200 0.65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97,000 0.49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53,273,945 人民币普通股 53,273,945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38,040,701 人民币普通股 38,040,701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23,333,333 人民币普通股 23,333,333

上海自贸试验区畅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433,434 人民币普通股 18,433,434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16,933,536 人民币普通股 16,933,536

徐峰 4,720,362 人民币普通股 4,720,3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9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4,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7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7,000

陈文晔 1,683,230 人民币普通股 1,683,230

茆英华 1,646,638 人民币普通股 1,646,6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股权关系间接控制上海

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徐峰、陈文晔、茆英华等共42名自然人股东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

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一致行动人已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一致

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除以上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率 原因

货币资金 488,778,132.46 340,977,901.51 43.35%

主要系上年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所致

预付款项 41,253,789.46 28,859,746.09 42.95% 主要系预付货款及租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253,591.69 41,914,971.42 -32.59%

主要系年末代客户垫付海关税金及其

他款项于年后结算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5,266,017.99 420,555,274.38 -63.08%

主要系募投项目及其他基地项目投

入， 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减少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1,790,156.43 6,250,331.32 408.62% 主要系本期参股联营公司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6,521.24 969,985.74 -56.03% 主要系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347,387.79 46,098,567.81 100.33% 主要系本期支付土地购置款所致

预收款项 4,919,677.03 7,499,145.17 -34.40%

主要系电商平台本年减少预售提货券

业务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145,243.39 2,195,868.40 1227.28%

主要系按时间进度计提年度绩效奖所

致

应交税费 17,226,639.00 24,848,189.72 -30.6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发放的绩效奖

计提个人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9,683,489.37 210,463,505.00 -28.88% 主要系本期结算工程建设进度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7,900.69 299,539.38 -47.29%

主要系境外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变动率 原因

税金及附加 2,137,640.00 1,190,901.06 79.50% 主要系本期基地完工后增加房产税所致

研发费用 5,303,945.59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二季度起公司增加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772,035.09 -1,839,594.44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购买理财

产品相应的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460.94 -100.00%

主要系应收款项本期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法列

报项目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180,515.11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计提坏账的应收款收回所致

投资收益 4,276,814.68 7,310,696.58 -41.50%

主要系募投项目及其他基地项目投入，可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减少相应的收益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29,979.31 22,011.29 36.2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586,575.85 551,209.64 550.67%

主要系与企业日常活动不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663.58 62,354.95 -68.47% 主要系意外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288,476.58 18,137,643.76 -43.28%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及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变动率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393,749.21 -103,356,628.20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经营流出较多，上期通过预付长

期租赁合同租金，锁定优惠价格降低未来经

营成本；同时上期营收及应收款变化影响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1,761,945.95 -38,708,779.14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支付土

地购置款及结算工程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峰

日期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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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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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 拟以公司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

368,66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5,300,005.00元，占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8.74%。 上

述预案将呈报2018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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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联股份 60364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侃 沈源昊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68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68号

电话 021-20895888 021-20895888

电子信箱 investor-relations@chinaslc.com investor-relations@chinasl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于为国际跨国企业提供精益供应链管理服务。 在供应链中各环节依据准确、

及时和个性化的物联网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企业供应链中的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提供供

应链综合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以及与之配套的口岸通关、仓储管理、货物配送等在内的

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帮助客户协调和优化供应链的各个流程，提高运作效率并降低运营

成本。 目前，公司服务的国际跨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高科技电子、医疗器械和试剂、机械装备

部件、进口食品和服饰等高端消费品、精益制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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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965,667,463.57 1,834,497,574.06 7.15 1,107,182,338.37

营业收入 1,233,237,640.05 1,150,700,906.56 7.17 1,168,295,7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2,759,666.39 138,892,340.39 2.78 130,417,1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685,134.00 135,005,733.05 -2.46 118,361,23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1,463,373.36 1,543,646,122.01 5.69 866,698,25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53,545.11 239,113,128.42 -98.26 129,543,873.94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872 0.4637 -16.50 0.4717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872 0.4637 -16.50 0.47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99 13.61 减少4.62个百分点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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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24,532.10 281,121,283.61 327,618,311.01 313,173,5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87,300.96 34,395,699.40 38,945,335.90 17,131,3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553,592.66 24,905,460.05 38,075,436.33 17,150,64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56,628.20 92,393,434.39 -2,200,701.03 17,317,4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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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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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0 91,688,980 24.87 91,688,980 无 0 国家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0 53,273,945 14.45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

有限公司

0 38,040,701 10.32 无 0 国有法人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0 23,333,333 6.33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自贸试验区畅连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 19,833,334 5.38 无 0 国有法人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3,686,600 18,720,236 5.08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0 6,919,088 1.88 3,790,514 无 0 国有法人

徐峰 0 4,720,362 1.28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30,900 1,830,900 0.50 无 0 其他

陈文晔 0 1,683,230 0.46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股权关系间接控制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徐峰、陈文晔、茆英华等共

42名自然人股东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上

述一致行动人已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之终止协

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除以上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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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调整经营策略，优化业务结构并提升了盈利能力。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7.17%，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13%，经营和财务状况总体运

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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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相关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018年12月31日列

示金额213,015,260.5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56,

996,537.5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018年12月

31日列示金额160,454,076.73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107,737,698.25元。

（2）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归并为“其他应收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1,

914,971.42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4,824,372.41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

金额28,042,959.74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2,451,

536.11元。

（3）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为“固定资产”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529,

896,074.4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85,199,600.94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85,625,104.93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80,634,

381.69元。

（4）将工程物资归并为“在建工程”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98,

058,302.54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46,776,321.97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0.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5）将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2018年12月31日列

示金额68,807,791.76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70,

456,162.61元。

母公司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42,027,573.61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1,746,

514.90元。

（6）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归并为“其他应付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210,463,505.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41,076,

390.81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

金额48,014,852.34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38,641,

954.85元。

（7）将专项应付款归并为“长期应付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

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2018年12月31日列示

金额0.00元，2017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8）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

费用科目核算

本期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列示金额为18,368,201.49元，

追溯调整上期合并利润表增加研发费用1,136,464.30元，

减少管理费用1,136,464.30元。

本期母公司利润表研发费用列示金额为 18,368,

201.49元， 上期母公司利润表增加研发费用1,136,464.30

元，减少管理费用1,136,464.30元。

（9）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

费（个税手续费返还），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

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

本期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列示金额2,669,215.02元， 其中

个税手续费返还本期发生960,815.06元， 追溯调整上期合

并利润表列示金额5,576.10元， 增加上期营业利润2,

000.01�元。

本期母公司利润表其他收益列示金额1,988,640.43

元，其中个税手续费返还本期发生736,640.43元，追溯调整

上期母公司利润表列示金额0.00元， 增加上期营业利润

0.00元。

（10）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收入、利息费用项

目

2018年度及2017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利息收入列示金额

分别为3,953,405.34元及9,219,493.16元， 利息费用列示

金额分别为0.00元及0.00元。

2018年度及2017年度母公司利润表利息收入列示金

额分别为2,856,807.85元及8,740,743.58元， 利息费用列

示金额分别为0.00元及0.00元。

前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准则生

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项目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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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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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含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畅联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广州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波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盟达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成都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畅链进出口有限公

司、上海盟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盟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盟通物流有限公司、深

圳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郑州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昆

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畅联国际物流（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怡乐畅购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畅询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昆山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重庆新畅联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上海畅联智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22家公司，

本报告期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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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3日在上海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10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尹强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

董事11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于建刚先生为第二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任期相同。 于建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总经理2018年度工作报告暨2019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授权的议案》

授权总经理在人民币1.6亿元的额度内开展相关投资计划的跟进工作。目前相关投资计

划尚未开展，后续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拟提任货代部总经理兼商务部总经理秦平女士为总经理助理，任期至2019年9月9

日。 秦平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并无其他关系。 秦平女士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处，亦

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秦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拟以公司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368,66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5,300,005.00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1)银行融资：计划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75,000万元；

2)董事会授权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办理上述信贷事宜并签署有

关合同及文件；

3)本融资计划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前有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通过商业银行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57,000万

元， 向上海柯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 向后续新增客户

（如有）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年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该

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上述委托贷款额度可滚动计算， 该议案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

日前有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将全资子公司武汉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1.27亿

元，将全资子公司上海畅联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附件：于建刚先生简历

于建刚先生曾任上海第十二制药厂设备科工程师、工厂管理室主任、厂长办公室主任、

宣教中心主任、三车间主任，中国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事业部工作人员，上海延安城市信用

社主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延安支行行长，上海城市合作银行静安区牵头行（延安支行）行

长、党总支副书记，上海城市合作银行静安管理部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兼延安支行行长，

上海银行行长助理兼浦东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党委副

书记、副理事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工作人员。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仪电集团副总裁，

兼任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上海仪电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铝上

海铜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副董

事长。

附件：秦平女士简历

秦平女士曾任上海第六电表厂宣教科科长，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进口部现场报

关经理，上海新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代部经理，上海兴亚报关有限公司海运部经理，上

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展物流部筹备组负责人，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货代部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货代部总经理兼

商务部总经理。

秦平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并无其他关系。 秦平女士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处，

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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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黎霞女士主持，应出席监事4名，实际出席监事4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鉴于原监事张如铁女士提出辞职申请， 监事会拟提名沈源昊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沈源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附件：沈源昊先生简历

沈源昊，男，198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江守商事（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法务担当，本公司法务见习经理、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法务经理。

证券代码：

603648

证券简称：畅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一、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授权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7,

700万元，其中：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其中关联租赁交易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6,400万元。

2.�关联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执行情况均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授权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定价原则

本公司收/

付

2018年度实际金额

接受

劳务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38,760,227.94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

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3,336,289.35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4,617,929.87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付 2,535,938.03

上海三凯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付 863,827.62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付 307,320.07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35,500.00

上海赛福畅实检验服务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37,735.85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285,517.51

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592,133.50

提供

劳务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2,947,201.27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86,349.06

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1,276,625.37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格 收 761,792.43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市场价格 收 1,179,814.27

合计

收 6,251,782.40

付 51,372,419.74

收+付 57,624,202.14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建议

（一）预计情况及董事会建议

根据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发生的实际情况和2019年的经营计划， 预计2019年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与关联方发生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包括关联租赁）、关联出售

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现对2019年各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全年累计金额进行了

合理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9,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包含租赁）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80,000,000.00

38,760,227.94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 3,336,289.35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4,925,249.94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535,938.03

上海三凯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863,827.62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5,500.00

上海赛福畅实检验服务有限公司 37,735.85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285,517.51

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92,133.5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0,000.00

3,708,993.7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86,349.06

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1,276,625.37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79,814.27

总计 90,000,000.00 57,624,202.14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其中，关联租赁交易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交易说明

本年度，公司根据业务需求，关联租赁面积有所增加。 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

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金额相比上一年年度略有调整，预计不超过6,500万元。 随着2019年

关联方新业务项目的启动，公司接受劳务的交易金额将有所增加，预计不超过1,500万元。

（2）定价方式

本公司将以同类仓库租赁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公平、公允、合理的商业条件，在上

述价格范围内与相关关联方协商确定仓库租赁的价格。 本公司将以同类物流服务的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公平、公允、合理的商业条件，在上述价格范围内与相关关联方协商确定接

受劳务的价格。

2.�因关联方新项目的启动，本年度关联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总额有所增加，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针对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预计范围内，决

定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10名非关联

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另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

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就董事会决议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及

其他相关材料，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

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

避等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 《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在上述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85001.111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

法定代表人：张浩

主营业务：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建设和经营；区内进出口货物储运集散、集装箱

运输、拆装箱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区内贸易及代理；经营区内自贸仓库及

商业性简单加工；区内项目投资、兴办企业；工程承包；为国内外企业有关机构提供咨询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下转B2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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