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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传化

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42号），公司就相关情

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1、2015年，你公司完成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 ）100%股权的收

购，交易作价200亿元，传化物流主要包括公路港投资运营及配套服务和“O2O物流网络平台服务”

两大类业务。 交易对方之一的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 ）承诺传化物流2015年至

2021年累计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总数为50亿元， 同时承诺2015年至2021年累计经审计的净利润

总数为56.88亿元。截至2018年末，传化物流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2.30亿元，实现净利润16亿元。请

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截至目前，传化物流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货运车数量、物流总量、公路运输

量、司机消费量、入港车辆等待时间、会员数量、平均在线人数、市场占有率、车辆空置率、佣金比率等

与盈利预测的差异情况，如未达预期，请说明原因；并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上述数据是

否处于行业合理水平。

回复：

一、传化物流主要业务板块

2015年，传化物流主要业务板块为公路港投资运营及配套服务和“O2O物流网络平台服务” 两

大类业务。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公路港布局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传化物流将战

略方向从物流运力资源端逐步向货源端延伸，从以车货信息匹配为主逐步向以仓运配一体化为核心

的智能物流服务发展。 从2017年底开始，传化物流围绕“持续帮助企业供应链降本增效” 的使命，致

力于通过建设全国化的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基础设施网络，融合物流及相关业务，打通供应链各环

节，为供应链上的各主体提供端到端的智能物流服务。

目前，传化物流核心业务主要包括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物流业务及配套支付与金融服务等。

（一）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

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园区租赁、停车、车后销售等服务为主的园区经

营；二是整合港内资源，为物流业务提供丰富的仓储资源、承运商及运力资源，并为物流业务提供区

域性的仓运配一体化作业服务。

（二）物流业务及配套支付与金融服务

基于上下游供需关系与物资流动方向，传化物流依托于实体网络基础设施，整合仓储、干线、城

配资源，形成行业解决方案，服务于上下游全链条不同客户群体。同时，围绕商流、物流与信息流的综

合性服务与数据信息沉淀，以技术为手段、以风控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采用平台化的模式开展支

付业务、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相关金融服务。

二、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及差异原因分析

（一）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对比

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传化物流等相关资产的重组过程中，传化物流盈利预测主要基于“公

路港投资运营及配套服务” 及“O2O物流网络平台服务业务收入” 两个部分。 当时所衡量的价值实

现因素：货运车数量、物流总量、公路运输量、司机消费量、入港车辆等待时间、会员数量、平均在线人

数、市场占有率、车辆空置率、佣金比率等指标，与2015年重组盈利预测的对比情况如下：

行业统计指标：

指 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6月

公路运输量

1

万吨 官方统计数 3363404 3679517 3956871 1900799

(注1�公路运输量为交通部统计发布的公路货运量)

公司经营指标：

指 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

货运车数量 万辆

预测数 103.0 186.7 273.3 370.0

实际数 120 211 430 457

会员数量 万人

预测数 153 270 390 520

实际数 116.5 149.3 259.7 265

平均在线人数

3

万人

预测数 22.5 50 87.5 121.5

实际数 4.5 6.5 — —

市场占有率

4

%

预测数 5.1% 8.8% 12.4% 16.1%

实际数 3.9% 5.0% 8.7% 8.8%

司机消费量

5

亿元

预测数 1.3 7.8 26.0 58.5

实际数 — — — —

物流总量 亿元

预测数 456.6 703.1 1533.1 2612.0

实际数 162.9 696.0 1728.9 1587.9

佣金比率 %

预测数 0.5% 0.5% 0.5% 0.5%

实际数 0.70% 0.35% 0.24% 0.16%

入港车辆等待时间 小时

预测数 — — — —

实际数 10.1 13.0 13.3 10.5

(注2� 2019年预测为全年数据，实际数为截止至6月30日数据

3�平均在线人数，因业务模式调整，自2018年起不再作为核心指标进行统计

4�市场占有率=会员数量/2015年重组预测全国营运司机数量

5�司机消费量，因业务模式发生变化未作统计)

（二）较2015年重组盈利预测差异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的对比情况，货运车数量、物流总量的指标，超出了重组时的盈利预测。

会员数量、平均在线人数及市场占有率低于盈利预测，主要是由于：近几年运力市场已经供大于

求，货源的“牛鼻子” 效应凸显，因此从行业整体看，各企业对货源端的竞争愈发激烈。公司自2017年

底，战略方向从物流运力资源端向货源端延伸，核心业务从车货信息匹配转变为以仓运配一体化为

核心的智能物流服务，因此对于司机会员，在现有265万的规模下，公司正在从规模向质量方向发展。

目前，公司正在利用大数据、算法等工具，对这些会员在线上与线下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将逐步打

造有质量的分层运力池。

司机消费量指标未做统计，主要原因：1.2016年公司尚未获取支付牌照，故业务上无法体现司机

消费量；2.从2017年底开始，公司的业务重心从运力的撮合交易逐步向“以货为中心” 发展，核心客

户从C端司机向制造商贸企业B端发展，因此支付业务从C端向产业支付方向调整。基于此，平台上的

司机成为公司打造智能物流服务平台的运力合作伙伴，公司不再通过司机消费抽佣获取收益，而是

通过服务产业B端企业创造价值。 3.C端移动支付领域行业竞争已成寡头垄断，公司在C端场景的拓

展，难以与支付宝、财付通两家公司竞争。在产业端，公司一方面聚焦到产业支付场景的建设，如推出

物流钱包产品；另一方面聚焦到公路港内探索可行的业务场景。

佣金比率指标低于盈利预测，主要原因：随着互联网在物流行业的渗入加剧，整个行业在流量争

夺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同时行业内已经有实例证明现阶段还未到大范围抽佣的阶段。 只有当平台

能够为客户带来更多增量业务及服务，且具备较高竞争壁垒的情况下，才能够推行收取佣金。 因此，

公司一方面做大规模，引流入网，做好流量蓄水；另一方面向“以货为中心” 发展，通过引入更多的货

源市场，为平台内物流企业带来更多业务增量与服务。

此外，公路运输量、车辆空置率均为行业发展的基础数据。其中，公路运输量，根据交通部历年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上半年公路货运仍保持稳定增长； 车辆空置率的降低是传化物流经营

模式带来的结果而非其未来增长的驱动因素。 根据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的调查显示，中国卡车的空载

率为40%。

（三）衡量价值实现的指标变动说明

根据当前市场发展趋势，公司战略方向从物流运力资源端逐步向货源端延伸，物流服务业务从

以车货信息匹配为主逐步向以仓运配一体化为核心的智能物流服务发展。 因此，公司当前智能物流

服务业务相关的价值实现因素较原2015年重组盈利预测中“O2O物流网络平台服务业务” 指标存

在部分不可比或不适用的情况，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宏观经济降速换挡，在消费端市场变化、产业端需求重构、行业产业链格局

调整、创新技术推动、国家政策引导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物流业正在向着智能物流服务方向发

展。一方面，制造企业发展正在从规模向效率发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期望从物流单环节的成本最

优向物流的端到端全链条成本最优发展，即通过物流的优化和整合实现降本增效。另一方面，物流业

正在面临运力资源过剩，仓储资源紧缺的供需不平衡的现状。 行业发展趋势主要包括横向多元化发

展，纵向供应链物流深耕以及综合物流解决方案。对于物流企业而言，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能否整合上

下游，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实现制造、流通和消费的无缝对接。

从公司自身能力看，公司深耕制造业，了解制造业企业的供应链流程并能够介入企业供应链，有

利于供应链物流客户的获取。同时，公司通过建设运营公路港基础设施网络，深度嵌入物流运输和货

物分发等环节，从而实现对行业各端资源的连接。 目前，公司拓展了丰富的货主资源、充沛的仓储资

源和干线运力资源。基于这些资源，公司通过仓运配一体化为切入点，纵深向综合物流解决方案以及

供应链物流深耕，实现了从物流运力资源端向货源端延伸。

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是支撑传化物流发展重要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信息交易中心、停车场、区域

分拨中心、零担仓储中心、会员服务中心、工商财税服务中心、司机之家等功能设施。 通过平台的形

式，一方面集聚当地中小物流企业，同时为其提供相关配套场地、政策支持、金融服务以及行政服务；

另一方面吸引社会个体司机进港形成运力池，为物流企业提供运力支持。 通过智能信息系统整合平

台仓储和运力资源，为制造企业提供货物的集、分、储、运、配等物流供应链服务。

以成都公路港为例：公路港坐落于成都市新都区，定位为立足成都、服务四川，辐射西部、联结全

国，建设集物流总部、车源中心、联运集配中心、管理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加油站等为一体的中

国西部城际配送枢纽和成都城市配送中心。

目前，成都公路港入驻企业近2000家，日均动态车流量超1.2万。 在物流资源集聚的基础上，成都

公路港整合港内优质干线与城配承运商资源，成立联运集配中心，辐射至全省市区县，为进出四川省

的货物提供集分运配服务；同时公路港向货主端延伸，开展以仓运配为核心的物流服务，并在运输配

送环节与联运集配中心联动。综上，成都公路港依托港内仓储与运力资源，在上游货主端实现了物流

业务深度嵌入，在下游运力端实现了平台化的资源整合，服务于四川省制造企业与商贸企业。

因此，当前传化物流的核心资源和实现价值是完善的公路港布局和相关物流服务能力及其覆盖

广度。 具体价值因素对比如下表所示：

具体指标 指标定义 单位

2018年

度/2018

年末

2019年1-6

月/2019年6

月30日

公路港物流中心直接运营因素指标：

运营公路港数量

公司在各地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公路港城市物流

中心数量

个 51 55

公路港园区及车后业务收入

合计

园区业务收入包括公路港各类物业租金收入、物

业管理费收入、停车收入、园区交易服务费及财

税服务等增值服务收入。

车后服务业务收入是指向客户提供加油服

务产生的油料销售收入、销售润滑油、轮胎、车修

配件产生的销售收入及从事卡车贸易产生的贸

易收入等。

亿元 41.13 26.40

公路港平台营业额 物流企业注册在公路港内产生的营业额 亿元 418.9 199.96

公路港平台纳税额 物流企业注册在公路港内缴纳的税金 亿元 15.28 6.69

入驻企业数量 公路港内入驻的物流企业数量 家 9,794 10,170

建筑面积 公路港内的建筑物面积 万平方米 408.6 419.9

公路港的出租面积 公路港已对外出租的物业面积 万平方米 282.3 295.8

出租率 已出租面积/总可出租面积 - 81% 85%

平均租金 租金收入/已出租面积 元/平方米/月 16.44 18.00

进出港车流量（期间数） 进港和出港的车辆/年 万车次 2,342.9 1,246.4

智能物流服务相关因素指标：

自营业务年服务客户数

公司直接提供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等服务的货

主企业数量

家 856 511

自营仓年发货件数 公司自营仓储的年发货件数 万件 10,410 11,340

注册会员数量（截至期末） 公司平台注册的会员数量 万 259.71 265.03

服务车辆数量（截至期末） 公司服务过的车辆数 万辆 430 457

线路数（截至期末）

公路港内物流企业可提供的省际干线+省内支线

数

条 9,157 8,940

可用仓储面积（截至期末） 公司可供开展智能物流业务的仓储面积 万平米 227 267

承运商数量（截至期末） 公司平台上可提供物流服务的承运商数量 家 9,053 10,546

收发货企业/人（截至期末） 在公司系统上的收货企业/人及发货企业/人 万个 522.94 412.42

物流总运单（期间数） 公司系统上的总运单数量 万单 2,097.6 1,366.4

支付笔数（期间数） 通过传化支付平台支付的交易笔数 万笔 4,944.7 4,139.5

支付交易流量（期间数） 通过传化支付平台支付的交易流量 亿元 2,574 1,870

有关指标的情况说明如下：

1、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运营公路港55个，具体分布如下：

地域分布 已运营公路港 运营数量

浙江区域 临江、富阳、萧山汇通、宁波、台州、长兴、衢州、金华、温州 9

华东区域

苏州、无锡（洛社）、淮北、淮安、六安、上海海江、宿迁、合肥、无锡

（物流中心）

9

山东区域 济南、淄博、菏泽、青岛、日照 5

华北区域

天津西青、包头、沧州、石家庄、太原、沈阳路港、哈尔滨、营口、七台

河、长春

10

西北区域 西安、郑州、商丘、宝鸡 4

西南区域 成都、南充、宜宾、贵阳、遵义、重庆、昆明、玉溪、曲靖 9

华中区域 长沙、荆门、怀化、南昌、潜江、赣州 6

华南区域 南宁、泉州、柳州 3

2、公路港园区及车后业务收入

园区业务收入包括公路港各类物业租金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停车收入、园区交易服务费及财

税服务等增值服务收入。

车后服务业务收入是指向客户提供加油服务产生的油料销售收入、销售润滑油、轮胎、车修配件

产生的销售收入及从事卡车贸易产生的贸易收入等。

3、指标与收入的关系

影响园区收入与车后收入的指标包括：公路港的出租面积、平均租金、公路港平台营业额、公路

港平台纳税额、进出港车流量；影响物流业务及配套支付与金融服务的指标包括自营业务年服务客

户数、自营仓年发货件数、物流运单数、注册会员数、支付笔数、支付交易流量等。

运营公路港数量、入驻企业数量、建筑面积、出租率、服务车辆数量、线路数、可用仓储面积、承运商

数量、收发货企业/人，体现了公司在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网络建设广度以及智能物流服务交付能力。

（1）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盈利模式

公司为入驻公路港的客户提供物业租赁、停车、财务服务、油品销售等服务，收入包括：租金、物

业管理费、停车费、交易服务费、油品销售等。 其中，租金收入、物业管理费与公路港的出租面积及租

金水平直接相关；停车费与进出港车流量直接相关；交易服务费与平台营业额直接相关；油品及车后

配件等收入与进出港车流量相关。

（2）物流业务及配套支付与金融服务盈利模式

1）物流业务

公司为货主企业和物流企业提供系统化的智能物流服务，主要包括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等服

务，收入包括：仓储租赁与运营、运输、集采、代采、物流交易抽佣。影响收入的主要指标包括自营业务

年服务客户数、自营仓年发货件数、物流运单数、注册会员数。

2）配套支付与金融服务

公司围绕物流服务核心业务场景，切入支付与金融服务，收入包括支付流量抽佣、交易佣金、代

理佣金、息差及服务费等；影响收入的主要指标包括支付交易笔数、支付交易流量、放款额等。

以成都公路港为例，截止2018年底，成都公路港已出租物业面积17.5万方，日均进出港车流量

14871车次，入驻企业数超2000家，年平台营业额50.09亿元；2018年，成都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

收入合计32.92亿元，其中物业出租收入（含停车费）1.47亿元，交易服务费收入0.24亿元，油品销售

收入31.06亿元，增值服务收入0.36亿元。

三、同行业对比情况说明

由于目前行业内，尚不存在与公司商业模式完全一致的企业，虽有部分上市公司部分业务与传

化物流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无法取得相应指标的公开披露数据，因此无法进行对比。

从行业整体趋势来看，物流行业市场空间巨大，市场规模持续攀升，公司业务发展及相关盈利预

测的实现具有较好的市场环境。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数据，2015年至2018年，中国社

会物流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6%，截至2018年为283万亿元，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5.9%，截至2018年为256.8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实现了5.3%的年均复合增长，截至2018年为

13.3万亿。 从细分市场看， 综合物流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10,636亿元增长至2018年17,061亿

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23,471亿元，增长速度较快。

仓储物流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供不应求仍是市场常态，根据中国仓储协会相关资料显示，物

流仓储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8%， 物流仓储供给年均复合增长率13.5%，2019年物流仓储需求3.28亿

方，市场供给1.86亿方，平均仓储租金18.2元/平米/月。

从行业内主要企业的营收增长状况来看， 传统物流企业受限于资源扩张与成本控制等问题，增

速相对较缓，平台类企业迎来发展机遇期，传化物流通过公路港平台整合各类仓储资源及社会化运

力资源，链接制造企业及商贸企业，具有良好的行业发展前景。

（2）传化物流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及增长率、毛利

率、净利润及增长率、扣非后净利润及增长率等与盈利预测的差异情况，如未达预期，请说明原因；并

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上述数据是否处于行业合理水平。

回复：

（一）公司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各项指标与盈利预测的差异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所属

年份

指标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收

入增长率

毛利率 净利润

净利润增

长率

扣非净利润

[注]

扣非净利

润增长率

2015年

度

实际完成情况 120,118.63 - 17.89% 19,873.82 - -17,640.82 -

盈利预测 154,476.01 - 29.11% 14,707.36 - -17,700.00 -

差异情况 -34,357.38 - -11.22% 5,166.46 - 59.18 -

2016年

度

实际完成情况 395,832.09 229.53% 5.82% 57,530.96 189.48% -43,640.44 -

盈利预测 198,752.84 28.66% 35.21% -31,427.65 -313.69% -44,100.00 -

差异情况 197,079.25 - -29.39% 88,958.61 - 459.56 -

2017年

度

实际完成情况 1,390,710.32 251.34% 5.36% 37,954.09 -34.03% 2,061.02 -

盈利预测 387,518.70 94.98% 52.38% 9,649.25 - 500.00 -

差异情况 1,003,191.62 - -47.02% 28,304.84 - 1,561.02 -

2018年

度

实际完成情况 1,523,883.89 9.58% 7.11% 78,726.82 107.43% 47,092.30 2184.90%

盈利预测 572,587.34 47.76% 58.51% 50,161.75 419.85% 45,100.00 8920.00%

差异情况 951,296.55 - -51.40% 28,565.07 - 1,992.30 -

2019年

1-6月

实际完成情况 702,269.58 - 8.93% 40,361.21 - 29,781.65 -

盈利预测（年度） 799,028.64 39.55% 61.05% 116,227.88 131.71% 98,700.00 118.85%

注：上表中的扣非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及配套募集资金存放收益和使用成本后的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收益。

如上表所示，传化物流各年度营业总收入及增长率、净利润及增长率、扣非净利润及增长率均已

超盈利预测，但毛利率未达预期，主要原因是基于如上问题（1）的回复，传化物流当前业务重心已从

物流运力资源端向货主端延伸，客户主体是B端企业，原盈利预测中基于货运司机等C端用户的佣金

收入等不再成为传化物流主要的收入与盈利来源，传化物流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基于实体公路港的园

区业务收入、车后业务收入及基于智能物流平台货主端的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015年至2019

年上半年传化物流的主要收入结构及毛利率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6月份

公路港园区业务收入 30,963 35,707 72,414 78,403 46,722

公路港园区业务毛利率 14.25% 12.71% 19.40% 41.47% 51.99%

公路港车后业务收入 46,582 35,127 101,302 332,873 217,308

公路港车后业务毛利率 8.90% 13.00% 5.64% 1.59% 3.44%

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42,798 324,998 1,216,994 1,113,392 438,240

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毛利率 26.77% 4.29% 4.50% 6.45% 7.16%

上述收入项目的指标说明如下：

园区业务收入：包括公路港各类物业租金收入、物业管理费收入、停车收入、园区交易服务费及

财税服务等增值服务收入。

车后业务收入：指向客户提供加油服务产生的油品销售收入、销售润滑油、轮胎、车修配件产生

的销售收入及从事卡车贸易产生的贸易收入等

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基于传化物流平台货主端的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包括供应链

仓配运业务收入、供应链贸易业务收入、支付及金融服务收入。

以成都公路港为例：

2019年1-6月，成都公路港实现公路港园区业务收入共7985万元，其中，物业租金、物业管理费

及停车收入6321万元，园区交易服务费及财税服务等增值服务收入1664万元；

此外，成都公路港结合当地市场的需求，在公路港内因地制宜地增加了加油站配套功能，并开展

油卡销售业务。 2019年1-6月，实现车后业务收入206865万元，其中，油品业务销售收入206683万

元，轮胎润滑油销售收入182万元。

2019年1-6月，成都公路港实现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2514万元，其中，供应链仓配运业务收

入950万元，供应链贸易业务收入1564万元。

（二）由于传化物流“公路港+物流综合供应链” 的业务组合未有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以下列举

提供物流综合供应链服务的上市公司数据以作比较。

金额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年度 传化物流 怡亚通（002183） 瑞贸通（600180） 飞力达（300240）

营业总收入

2015年 12.01 399.39 94.05 22.3

2016年 39.58 582.91 212.34 23.85

2017年 139.07 685.15 374.97 30.65

2018年 152.39 700.72 380.96 31.98

2019年1-6月 70.23 304.44 165.29 15.59

营业总收入增长

率

2015年 - - - -

2016年 229.56% 45.95% 125.77% 6.95%

2017年 251.36% 17.54% 76.59% 28.51%

2018年 9.58% 2.27% 1.60% 4.34%

2019年1-6月 - - - -

毛利率

2015年 17.89% 6.51% 15.08% 17.09%

2016年 5.82% 6.58% 9.29% 16.14%

2017年 5.36% 6.51% 7.43% 12.46%

2018年 7.11% 6.62% 7.87% 10.76%

2019年1-6月 8.93% 6.96% 9.12% 10.13%

净利润

2015年 1.99 4.69 4.26 0.59

2016年 5.75 5.35 5.27 0.79

2017年 3.8 5.85 7.15 0.84

2018年 7.87 1.58 4.76 0.26

2019年1-6月 4.04 0.66 3.21 0.32

净利润增长率

2015年 - - - -

2016年 188.94% 14.07% 23.71% 33.90%

2017年 -33.91% 9.35% 35.67% 6.33%

2018年 107.11% -72.99% -33.43% -69.05%

2019年1-6月 - - - -

扣非净利润

2015年 -1.76 3.85 2.90 0.25

2016年 -3.35 4.96 1.70 0.40

2017年 1.37 5.53 6.75 0.34

2018年 6.03 1.68 3.37 -0.06

2019年1-6月 2.98 0.36 1.93 0.10

扣非净利润增长

率

2015年 - - - -

2016年 - 28.83% -41.38 60.00%

2017年 - 11.49% 297.06% -15.00%

2018年 340.15% -69.62% -50.07% -117.65%

2019年1-6月 - - - -

从以上综合物流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指标对比，传化物流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基本一致。 营业

总收入增幅高于上述同行业公司，原因在于2015年传化物流公路港数量只有5个，基数少，物流综合

供应链业务刚起步，2016-2018年，传化物流公路港与物流综合供应链业务步入高速增长期，至2018

年公路港数量达55个，公路港园区收入及综合供应链收入均较快增长，故总体营业收入增幅较快。传

化物流实现净利润水平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尤其是2018年及2019年1-6月上述三家同行业公司净

利润均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传化物流仍保持较高增长，主要原因是传化物流园区业务收入增长的同

时经营质量不断攀升带来毛利贡献增长，另公司基于公路港平台经营业绩增长所取得的交易服务费

收入及经营补助增长也是公司净利润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3）传化物流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向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的销售、采购金额，占总

销售额/采购额的比例，上述客户和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一）传化物流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前五大客户情况

1.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类型 销售金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5,370.81 4.47 否

成都聚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5,221.15 4.35 否

中国石化杭州萧山万丰石油有限公司 车后业务收入 4,729.87 3.94 否

定陶鲁意建筑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园区业务收入 4,292.45 3.57 否

格力电器（芜湖）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366.07 1.97 否

小计 21,980.35 18.30

2.2016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类型 销售金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舟山国泰嘉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33,594.19 8.52 否

浙江信愿行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9,721.15 5.00 否

太原玉琮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7,140.50 4.35 否

河南平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2,396.23 3.14 否

宁波市镇海宏道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2,000.00 3.04 否

小计 94,852.07 24.05

3.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类型 销售金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上海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19,712.52 8.65 否

绍兴市兴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55,597.22 4.02 否

宁波中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54,859.49 3.96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东阳贸易分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34,184.47 2.47 否

四川连城石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33,633.11 2.43 否

小计 297,986.81 21.53

注：2017年度公司向客户上海国际商务有限公司销售化工产品精对苯二甲酸， 销售金额合计

11.97亿元，系公司通过自身的集采渠道向供应商采购后向上海国际商务有限公司销售。 上海国际商

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非关联方。 由于该业务毛利率仅为0.39%，远低于同类业务的平均毛利水平，且

难以看到增长前景，故2018年未再开展。

4.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类型 销售金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CHAINTONTRADINGLIMITED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5,415.42 1.68 否

深圳市华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3,811.38 1.57 否

东阳市元众进出口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2,462.81 1.49 否

中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1,327.18 1.41 否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9,972.29 1.32 否

小计 112,989.08 7.47

5.2019年1-6月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收入类型 销售金额

占总销售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宁波鹏誉达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24,343.27 3.50 否

辽宁海德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4,998.33 2.15 否

宁波润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1,291.74 1.62 否

上海金元宝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0,502.13 1.51 否

东阳市元众进出口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 10,388.11 1.49 否

小计 71,523.58 10.27

注：以上年度前五大客户重叠度较小的原因：

1、2015年至2018年，传化物流营业总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80%，由于增长速度较快，每年均有

新客户群产生，故前五大客户变化较大。

2、2017年以来传化物流营业总收入中物流供应链综合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88%、73%、62%，由

于该业务2017年规模化开展时地域较广，较为分散，年度间五大客户占收入总额的比例均较低，因此

前五大重叠度较小。

3、出于不断优化与提升毛利的目的，每年不断优化客户结构也导致这几年前五大客户不稳定。

（二）传化物流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1.2015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金额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总采购额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28,812.80 23.98 否

中国石化杭州萧山万丰石油有限公司 7,766.78 6.46 否

浙江畅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7,527.20 6.27 否

杭州铁集货运股份有限公司 5,790.28 4.82 否

甘肃天赐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3,123.17 2.60 否

小计 53,020.23 44.13

2.2016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金额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总采购额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上海震华石化能源有限公司 44,552.80 11.03 否

山西兆丰信远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38,364.28 9.50 否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28,849.98 7.14 否

江苏明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2,862.01 3.19 否

杭州阳朗贸易有限公司 12,035.92 2.98 否

小计 136,664.99 33.84

3.2017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金额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总采购额

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99,821.31 7.28 否

中拓（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92,540.90 6.75 否

CHINAENERGYINTERNATIONALCOOPERATIONLIMITED 68,325.34 4.98 否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51,304.94 3.74 否

上海震华石化能源有限公司 30,902.76 2.25 否

小计 342,895.25 25.00

4.2018年度前五大供应商

金额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总采购额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306,845.24 21.68 否

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6,232.35 4.68 否

大连中油博源石化有限公司 31,791.79 2.25 否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29,121.33 2.06 否

东阳市犇驰进出口有限公司 22,632.86 1.60 否

小计 456,623.57 32.27

5.2019年1-6月前五大供应商

金额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总采购额的比例(%)

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202,639.41 32.54 否

大连中油博源石化有限公司 23,059.53 3.70 否

宁波鹏源同创进出口有限公司 20,599.47 3.31 否

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4,968.19 2.40 否

东阳市犇驰进出口有限公司 9,967.89 1.60 否

小计 271,234.49 43.55

（4）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传化物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传化集团的履约能力及你公司

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回复：

（一）传化物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2015年至2018年传化物流各年度经审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承诺预测数 -17,700 -44,100 500 45,100

实际完成数 -17,640.82 -43,640.44 2,061.02 47,092.30

完成比例 100.03% 101.04% 412.20% 104.42%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

承诺预测数 14,700 -35,100 500 56,000

实际完成数 15,165.89 39,148.37 32,678.71 72,959.60

完成比例 103.47% 211.53% 6535.74% 130.28%

注：扣非净利润中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及相关年度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金额 备注

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的除外）

2015年 21,951

传化物流承担了国家部分基础设施功能，其建设已纳入国家十三五规

划中。传化公路港对当地加强城市总体规划、统筹多式联运需要、科学

布局交通、物流及仓储用地具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等部委的肯定，并专门发文予以推广，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公司公路港

项目所在地省、市各级政府也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2016年 59,869

2017年 12,115

2018年 9,681

拆迁奖励与补

助

2015年 11,515

杭州公路港搬迁项目

2016年 33,857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2017年 10,536 根据公司2017�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

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故产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收益。

2018年 9,074

委托他人投资

取得的收益

2015年 11,067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以增加公司收益，通过

商业、银行理财、信托理财及其他理财工具（不包括风险投资）进行投

资所取得的收益。

2016年 1,394

如上表所示，2015年至2018年传化物流的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均达到原承诺业绩预测，为完成至2021年的累计业绩承诺奠定了基础。 结合前四年的业绩实现

情况和目前业务开展情况， 传化物流完成累计业绩承诺的可能性较大。 为完成累计承诺业绩，2019

年及以后传化物流拟采取的主要举措为：

1、持续拓展公路港，通过园区数量增长及园区业务经营质量提升而增加利润。

（1）由于传化物流大部分公路港是近三年内投入运营，经过3年的爬坡期，已逐渐开始释放利

润，园区业务的营收规模和业务毛利率不断攀升，毛利率已提升至目前的51.99%，2020年至2021年

间，运营质量仍将大幅提升，直接带来利润的增加。

（2）随着公路港数量及园区业务经营质量的增加，公路港平台营业额大幅增加，基于平台营业

额的交易服务费、财税服务费等增值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2、供应链业务规模及毛利的增加

在2019年供应链业务聚焦于目标行业货主的策略基础上，供应链业务的主要产品仓配运、陆运

通等规模将快速增长，且毛利率稳步提升。

3、金融供应链服务业务的深耕

公路港园区业务及供应链业务为金融供应链业务的深耕提供了现实的交易场景， 支付通道、保

理及融资租赁业务均可在此场景下得到拓展，预计服务规模及交易额可在2019年基础上大幅提升。

4、公路港拓展附属收益贡献利润

由于公路港拓展为当地经济及环保的改善作用突出，在公路港拓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仍持续给

予一定的项目资源倾斜，也是公司利润的重要补充部分。

5、投入期已过，成本及费用支出节约增加利润贡献

经过前三年公司在信息化、智能化等基础方面的投入，公司信息、智能化的建设已基本完成，后

续年度不再需要大量的投入与成本耗费，信息化与智能化的产品正逐步走向市场，有望在以后的年

度由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转化。

如上所述，根据传化物流2018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及以后年度的业务规划，完成未来业绩承诺

的可能性较大。 但由于影响业绩承诺的完成的因素较多，不排除由于受到政策及行业形势的不利变

化而出现业绩承诺差异的情况。

（二）传化集团的履约能力及本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1、传化集团的履约能力

根据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传化集团签署《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统称“补偿协议” ），传化集团承诺：若传化物流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若传化物流实际

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利润： 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为500,000万元；

②累计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为568,800万元（含实际扣非净利润、实际净利润

中任一或全部未能达到相对应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承诺净利润的情形），传化集团应首先通过重组

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传化集团届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仍有不足部分

则由传化集团以现金进行补足。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传化集团此次股份补偿上限即：传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华安未来资产－工商

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公司2015年重组时候交易中认购股份数之和1,927,990,708

股。

截至2019年9月24日，传化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2,014,618,934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61.84%，

可以覆盖传化集团股份补偿上限。 自公司上市至今，传化集团从未出现减持、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形。

传化集团创建于1986年，从制造业起步，历经三十余年持续快速发展，已成长为涵盖化工、物流、

农业、科技城、投资五大事业板块，名列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目前，传化集团控股两

家上市公司传化智联（002010）、新安股份（600596）。 传化集团最近一年财务状况良好，相关财务

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31,097.77

净资产 2,441,748.18

营业收入 3,787,441.35

净利润 177,888.70

截至2018年末，传化集团利息保障倍数为3.22，资产负债率为57.39%，息税前利润能够对利息支

出提供较好保障。 截至2019年6月30日，传化集团已获得银行授信总额为552.17亿元，其中未使用授

信356.43亿元。

综上，传化集团一方面拥有良好的核心业务盈利保障，拥有可加速变现资产以及扩大商业信用

规模的能力，整体财务指标及偿债能力较好；另一方面传化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较高，且未有

任何形式的减持或质押的情况。故传化集团对于2015年度签署的相关补偿协议，完全具备履约能力。

2、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1）跟踪落实补偿协议内容，关注大股东质押、减持情况。 公司针对传化集团2015年度签署的

补偿协议，根据传化物流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若发生未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督促传化集团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 同时，关注传化集团若出现质押公司股份、减持股份等行为，测算股份数量是否可以足

额覆盖业绩承诺缺口。

（2）关注大股东传化集团的相关偿债能力情况，并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变化。 公司一方面将定

期与大股东沟通经营情况，关注核心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第三方官方渠道了解债务

融资、评级变化等情形。 公司将实时跟踪大股东的履约能力情况，对于影响传化集团履约的事项，公

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问题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41亿元，同比下降14.88%；实现净利润6.21亿元，同比

增长128.6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0亿元，同比增长151.67%。 请补充说明净利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以及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

不匹配的主要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41亿元，同比下降14.88%，主要原因是优化物流供应链业务导

致物流供应链业务收入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6.21亿元，同比增长128.67%，主要原因是由

于园区业务、支付业务及印染助剂业务毛利率上升；此外由于投资收益大幅增加导致当期净利润增

长。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0亿元，同比增长151.67%，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加

快供应链业务营运资金周转、业务毛利增长、收到支付业务的备付金及收到拆迁奖励款。

（一）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的原因说明

1、营业毛利额同比增长26,742.96万元，主要原因是园区业务、支付保险及其他业务、印染助剂

业务营业毛利额增长。

园区业务营业毛利额同比增长7,772.89万元，主要原因是运营公路港数量增长、坪效提升及园

区出租率提高。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运营公路港55个，园区经营面积348万方，物业整

体出租率达到85%。

支付、保险及其他业务营业毛利额同比增长11,264.0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流量业务收入

增长。 上半年，支付业务累计完成支付流量1,870亿元，同比增长107%，产业支付业务从区域试点向

全国化布局迈进，目前业务累计覆盖全国10余个主要省份。报告期内，公司金融业务与智能物流业务

的协同效应持续强化，实现主营收入2.6亿元，利润总额7,786万元。

印染助剂营业毛利额同比增长6,785.60万元，主要原因是销量增长。

2、由于投资收益同比增长14,449.61万元导致本期净利润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导致投资收益增长的主要事项为：（1）本期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增长12,283.74万元， 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青岛投资公司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

投资收益；（2）本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同比增长3,085.60万元，主要原因是浙江传

化绿色慧联物流有限公司吸收新股东，持有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2,604.75万元的投资收

益。

综上所述，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公司优化物流供应链业务所致 （下降原因见问题3的回

复）。 但由于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以及园区业务、支付保险及其他业

务、印染助剂业务营业毛利、投资收益大幅增长，使得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以及与营业收入变动不匹配的原因说明

1、物流供应链业务占用营运资金同比减少，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大

幅减少。 其中， 预付款项变动数较上年同期减少35,616.01万元， 存货变动数较上年同期减少85,

915.67万元；预收款项变动数较上年同期减少49,119.39万元；以上三个项目，共计导致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72,412.29万元。

2、支付业务收到的备付金及风险准备金同比增长20,830.09万元。

3、园区业务与支付保险及其他业务因毛利增长现金回收同比增长29,689.66万元。

4、因土地拆迁事宜收到奖励款项17,080.00万元。

问题3、你公司营业收入构成中，来自物流供应链业务的金额为34.23亿元，同比下降46.55%，占

营业收入比重为36.26%。 请补充说明物流供应链业务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收入确认依据及时点，

以及报告期内降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回复：

（一）传化物流供应链业务主要是以传化公路港实体网络为基础，为港内外货主企业提供综合

性的物流解决方案。 包括集中采购、仓储、运输及配送、供应链金融等物流各环节及基于上述各环节

的智能物流信息服务。

1、集中采购业务系公司根据通过招标等方式获得煤炭、化工、有色金属、塑料等大宗物资的货

源，并通过自身渠道销售给下游客户，赚取货物进销差价及服务费。

2、通过集中采购业务的实施及实体公路港集聚效应，公司掌握了货物流转、仓储及运力资源，为

货主企业提供运、储、配及智能物流信息系统等相关物流服务，赚取综合服务费。

3、公司利用支付、保理、保险、融资租赁等金融牌照，为上述集中采购和物流供应链的货主客户

提供多环节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赚取资金利息收入及支付业务通道手续费等。

（二）收入确认依据及时点

业务类型 收入确认依据 收入确认时点

集中采购

销售合同、货物验收单等货权转移

单据

货物交付客户、取得收货单等货权转移书面证明的时点。

运、储、配及智能物流信

息系统等相关物流服务

运输合同、运单、仓储合同、签收单

等

运输、配送服务完成，取得收货方收货凭证的时点；完成仓

储服务时点；按合同约定完成信息服务交付任务的时点。

供应链金融业务

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支付通

道合同等

按客户使用资金的服务期间分期确认收入；按客户使用传

化支付平台完成收付款交易的时点。

（三）报告期内，供应链业务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积聚货主客户成为传化网平台用户，公司

在2018年全面拓展供应链业务， 公司各业务单位均基于当地优势行业为货主企业提供集中采购、运

输总分包、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供应链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公司供应链业务策

略从全面拓展逐渐向聚焦优势行业和区域调整，减少毛利较低、运营资金要求较高的商贸集采等业

务，行业重点聚焦在煤炭、化工、有色金属、塑料等方面，业务与服务重点聚焦在仓配运、智能物流解

决方案等方面。 通过调整，2019年上半年供应链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6.55%，同时占用的营运资

金规模同比下降5.82亿元，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0.38%。 供应链业务调整有利于业务聚焦、资源精准

投放及提升经济效益。

问题4、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构成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1.47亿元，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2.20亿元。 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非流动资产具体构成、公允价值、账面价值、处置损益的计算过程，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一）非流动资产损益的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12,283.74

系下属子公司青岛投资公司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

收益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

收益

2,325.45

主要系浙江传化绿色慧联物流有限公司吸收新股东，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股权产生2,604.75万元的投资收益

其他长期资产处置损益 111.02

小计 14,720.21

计算过程如下：

1、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

面价值

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

青岛宏璞置业有限公司

12,283.74 0 12,283.74

青岛冠璞置业有限公司

适用会计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十五条规定，企业转移了金融

资产的一部分，且该被转移部分整体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将转移前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

在终止确认部分和继续确认部分之间，按照转移日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终止确认部

分的公允价值与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注：被投资单位青岛宏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宏璞” ）、青岛冠璞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岛冠璞” ）成立于2018年10月19日，两家公司注册资本采用认缴制。上述两家公司成立之

后，通过往来款的形式获得资金，分别获取位于青岛滦河路北侧、规划街坊路西侧住宅用地一块，土

地面积35,931平方米；青岛物流大道西侧、规划街坊路东侧住宅用地一块，土地面积69,165平方米。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下属公司青岛传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传化投资” ）与

青岛融创汇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汇城”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青岛传化

投资所持青岛宏璞以及青岛冠璞的部分股权转让给融创汇城。 由于转让时注册资本尚未实际出资，

且上述公司持有土地资源，故转让股权时产生溢价收益。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30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下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注：2018年10月30日《关于下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中的交易标的为两个目标公司

49%的股权， 股权溢价为8748.78万元； 而后青岛传化投资与融创汇城约定融创汇城受让目标公司

31%的股权，该部分股权溢价为3534.96万元，该次交易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9.2条规定的交易标

准，因此无需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2、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金额单位：万元

子公司

名称

吸收新股东比

例(%)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

浙江传化绿色慧

联物流有限公司

50.00 2019/3/18 50.00 7,395.25 10,000.00 2,604.75

适用会计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企业合并》第五十条规定，母公司因处置部分股

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丧失控

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和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

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与商誉之和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

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综上所述，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结合相关政策，说明上述政府补

助是否具有持续性及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回复：

（一）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类别 金额 备注

拆迁奖励款 17,080.00 系当期收到传化精化土地收储拆迁奖励款

拆迁奖励款 206.38 收到传化汇通城中村道路改造拆迁奖励款，本期满足损益确认条件

项目补贴、扶持资金 2,274.73 政府给予的产业扶持、项目补助等符合损益确认条件的

递延收益摊销等 2,410.82 前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本期摊销确认损益的

小计 21,971.93 -

（二）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1、收到传化精化土地收储拆迁补偿奖励款17,080.00万元。

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土地

收储协议〉的议案》，同意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及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签署《土地收储协议》，协议约定萧经开管委会

拟对传化精化所持有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一路58号地块及部分设备实施收储。根据签订的

《土地收储协议》，公司将获得搬迁奖励、停工损失补助、职工安置补助和低容积率补助等款项共计

24,400.26万元，此部分补助奖励款是指定用于补偿企业发生的搬迁费用、停工损失和职工安置等，

与新厂区新建资产无关，因此该等补偿款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第八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用于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了17,080万元的拆迁奖励款，由于与拆迁相关的费用与损失已经发生，

故该部分拆迁奖励款符合计入当期损益的条件。

2、收到传化汇通城中村道路改造拆迁奖励款，本期满足损益确认条件206.38万元。

根据2018年7月子公司杭州传化汇通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与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签定的《城

中村改造企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杭州汇通收到政府拆迁补助奖励费206.38万元。此部分补助奖

励款是指定用于补偿企业发生的搬迁费用、停工损失和职工安置等，与新建资产无关，因此该等补偿

款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八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用于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了206.38万元

的拆迁奖励款，由于与拆迁相关的费用与损失已经发生，故该部分拆迁奖励款符合计入当期损益的

条件。

3、项目补贴、扶持资金2274.73万元。

该笔资金系公司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扶持性资金，如产业性扶持资金、研发经费

补助资金等。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十一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企业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4、前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本期摊销确认损益。

该笔资金主要系公司前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分期摊销确认损益。 按《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第八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

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三）是否具有持续性的说明及对未来业绩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在半年报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不具有可持续性。 对未来业绩的影响主要是政

府拆迁项目，由于传化精化土地收储拆迁补偿奖励款尚余7,320.26万元尚未到位，将视到位时间对

未来业绩带来影响。

问题5、报告期末，你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为96.81亿元，占总资

产的比例为33.76%，同比增长44.55%。 请补充说明将其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的依据、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确认依据及计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公司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资产是各地公路港公司持有的用于出租给客户使用的房屋及建

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自用的不动产部分不计入投资性房地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

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 公司投资

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和持有意图将用于经营出租且短期内不再发生

变化的空置建筑物。因此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投资性房地产认定的规定。

（二）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公司年末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

允价值。年末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报告期内，公司

未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综上所述，公司所持物业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的条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确认及计算过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

问题6、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13.59亿元，较期初增长60.46%。

（1）请补充说明预付款项增幅较大的原因、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以及前五名预付款的情况、预付

对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本期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60.46%，与上年同期期末数相比下降32.1%，预付账款主要系为

物流供应链业务客户提供集采、代理采购等服务及油服业务形成。 该部分业务公司先预收客户的全

额或部分预收款项、保证金，再向供应商预付采购款。 在上下游货物或服务未完成交割结算前，预收

账款和预付账款会同时存在。公司一般在年末加速回笼资金，预收及预付账款额度会大幅下降，期中

处于正常水平，故较期初增幅较大。 引起预付账款的业务在发生时均具备商业实质。

本期末前五名预付款的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情况说明

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

26,449.95

油站业务与油卡业务形成，已向客户预收余额2.55亿元，待

持卡客户实际加油后预收预付同时减少。

否

中国正信（集团）有限公司 11,239.38

因供应商中国正信尚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目前正在

积极沟通还款计划及追加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否

酒泉汇峰物资有限公司 6,637.10

因供应商酒泉汇峰尚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目前正在

积极沟通还款计划及追加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否

七台河日泉商贸有限公司 5,903.47

预付煤炭采购款，已收到下游客户1118万预收款，现业务

正常运转。

否

宁波中栋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5,373.57

预付塑料采购款，后续供应商按计划交货,截至本问询函

回复之日，预付款项余额下降至378.43万元。

否

小计 55,603.47

（2）预付款项构成中，账龄超过一年的金额为2.47亿元，形成原因为尚未正式结算。 请补充说明

上述款项未结算的主要原因，是否需计提减值准备及判断依据。

回复：

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款项构成明细及未结算的主要原因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未结算原因

中国正信（集团）有限公司 11,239.38

因供应商中国正信尚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目前正在积极沟通还款计

划及追加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酒泉汇峰物资有限公司 6,637.10

因供应商酒泉汇峰尚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目前正在积极沟通还款计

划及追加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江苏绿晟能源有限公司 3,080.25

因供应商江苏绿晟尚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目前正在积极沟通还款计

划及追加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深圳市京万通物流有限公司 951.64 园区承转租业务形成，因涉及租赁纠纷，已采取多种手段要求对方履约。

哈尔滨市华运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989.79 待对方发票开具后可结转资产。

长春市硕丰经贸有限公司 640.19

轮胎采购业务形成，供应商已于7、8月份陆续交货，截至2019年8月底，余额

为240.19万元。

杭州星添力贸易有限公司 446.40

轮胎采购业务形成，通过履约或预付款项陆续收回，截至目前，余额已下降

至94.3万元。

中琨能源环保设备（武汉）有

限公司

346.02

因供应商尚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目前正在积极沟通还款计划及追加

第三方履约保证或担保事宜。

其他 387.85

合计 24,718.62

公司对上述一年以上的预付款项正在与交易相关方沟通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或返还相关款项，交

易相关方能够与公司保持积极沟通并通过继续履约、明确偿付计划或寻求第三方担保等方式进行解

决。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判断尚不存在发生损失的情形，公司将关注相关减值风险，后续一旦

评估出现发生损失可能，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计提减值准备。

问题7、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保理款账面余额为5.80亿元。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保理业务近三年

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量及变动、前五大客户、应收保理款及变动、历史坏账率、保理收入确认

依据及时点，以及风险控制措施等。

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围绕传化生态圈，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物流企业及司机，业务取得

快速发展。 业务规模及应收保理款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半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备注

放款额 10.25 22.93 13.04 业务量变动

应收保理款 5.80 6.22 4.69 应收保理款变动

（二）保理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1、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保理款余额

杭州汉邦化纤有限公司 4,000.00

山东泉胜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常山众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

丹阳飓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四川长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00.00

合计 12,900.00

2、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保理款余额

常山众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山东省卡力互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杭州汉邦化纤有限公司 3,000.00

杭州泽丰粮食有限公司 3,000.00

四川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100.00

合计 17,100.00

3、2019年1-6月份前五大客户

金额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保理款余额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881.35

杭州今仁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6,500.00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42.19

常山众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浙江汤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合计 26,723.54

（三）历史坏账率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保理业务未按期收回贷款资金的金额为235.76万元， 占累计放款金额的

0.04%。 该部分逾期贷款尚未形成实际损失，公司正在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催收。

（四）公司保理业务为回购型，按客户实际融资额确认应收保理款，按约定的服务费率和融资期

限分期确认收入。

（五）公司开展保理业务以来，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构筑了涵盖全公司各项业务和

管理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实现业务与审批分离，对各类业务的决策和操作实施严格的岗位和流程

制约，建立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风险管理机制。

根据保前、保中及保后阶段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具体包括：

1.制定了保理融资项目从调查、审查、审批、放款、保后、逾期及不良管理等控制环节的操作流程

和管理办法；

2.制定了项目预审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经营管理会等工作制度，建立了较为规范有效的议事决

策机制和程序；

3.通过保理业务系统实现经营管理和内控制度的信息化和线上化，建立了覆盖业务领域的数据

库和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有效的识别与监控潜在的风险，搭建公司自有的线上化风控引擎。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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