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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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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望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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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74,108.47 1,098,476,277.58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9,065,060.71 599,565,630.6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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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14,896.03 -3,814,6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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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68,570.13 543,906,357.10 -3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48,107.45 7,189,945.51 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67,678.20 5,115,867.57 7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0.98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8 0.0545 29.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8 0.0545 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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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57.5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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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3.6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68,942.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382.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554.88

所得税影响额 -137,822.42

合计 380,4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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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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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320,000 51.00 67,320,00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30,000 5.02 0 质押 3,9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557,100 4.21 0 无 0 其他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715,000 2.8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艳珍 619,400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昊峰 576,312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504,600 0.38 0 无 0 其他

舒志兵 384,5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380,000 0.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司仰宸 321,2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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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0,000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7,100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5,000

李艳珍 6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619,400

钟昊峰 576,312 人民币普通股 576,312

法国兴业银行 5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600

舒志兵 384,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500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司仰宸 32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200

陈峰 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雅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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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说明

货币资金 185,184,024.17 333,321,391.08 -44.44

支付工程款、货款，购买理财等综合因

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不适用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 169,592,772.38 96,092,838.07 76.49 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8,967,141.31 74,667,468.92 -61.21 票据贴现或背书等所致

预付款项 51,827,504.09 27,818,721.18 86.30 预付的铁路运费、货款有所增加

在建工程 111,641,149.44 61,554,541.27 81.37

投建长基危化品仓储物流项目、一带一

路供应链基地项目 、连云港港旗台作业

区液体化工品罐区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232,262.80 30,742,978.59 -30.94 预付的设备款在本期完成交付

应付账款 95,374,870.64 141,947,023.03 -32.81 到期的应付货款等支付完毕

预收款项 - 44,625,446.75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合同负债 37,439,973.83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117,854.08 2,445,124.13 -95.18 支付上年年末计提的绩效所致

其他应付款 31,048,029.50 11,205,008.68 177.09

主要系在建项目收到暂尚未符合补助

所附条件的建设扶持金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329,268,570.13 543,906,357.10 -39.46

主要系硫磺、氧化铝等供应链执行贸易销售收

入较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94,273,309.65 500,242,484.46 -41.17

主要系硫磺、氧化铝等供应链执行贸易销售成

本较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328,225.42 9,448,649.63 -43.61

1、主要系硫磺产品销量减少，其销售费用相应

减少；2、薪酬及物料消耗等运营成本较同期均

有所减少。

财务费用 153,329.37 -261,985.13 不适用 主要受汇兑损益影响

投资收益 340,410.50 1,339,936.94 -74.60

主要系理财收益较同期减少、及对权益法核算

的参股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综合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53,655.83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营业外收入 68,819.39 2,265,329.94 -96.96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上市挂牌补贴款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714,896.03 -3,814,656.25 不适用

主要受硫磺销售同比下降产生的现金流大幅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4,737,612.45 57,190,263.98 -230.68

1、上年同期因理财到期致现金流增加；2、本报

告期支付的工程款致现金流减少。 1、2综合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8,901.52 -65,417,150.13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向金融机构借、还款产生的现

金净流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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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望平

日期 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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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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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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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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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仕 60332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昌粉 马晓伟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855号36H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855号36H室

电话 021-58369726 021-58369726

电子信箱 info@ace-sulfert.com info@ace-sulfert.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经营方面进一步实施业务升级战略，继续加大一对一供应链总包业务的开发力度，并同时加快一对多供应链平台和

多对多供应链基地的建设步伐。 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仍以传统业务为基础，部分延展为一对一供应链总包业务，业务运行总体处于正常

健康状态。 2019年公司多个供应链平台和基地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工程进展较为顺利，计划于2020年陆续投产运营。

公司的供应链总包业务是基于传统的供应链物流和供应链执行贸易延展而来，公司通过对不同大型工业企业原料采购、厂内物流及

产品销售的个性化物流需求研究，结合自身物流线路、网络站点、设施设备及专业团队等配套资源，将“多式联运” 、“第三方物流服务” 、

“执行贸易”等业务模式进行多元组合，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设计相应的服务组合，从而为客户定制化客户设计出不同的供应链服务产

品，并将这些产品销售给客户，最终为客户实现供应链增值服务。

供应链平台和供应链基地业务，是公司正在加紧建设、积极实施的战略性升级业务。供应链平台和供应链基地分别是为行业经济和地

区经济提供多元化供应链增值服务的一站式综合业务平台，将涵盖原材料、半成品、零配件、组装加工、拼箱业务、保税业务、国际联运、物

流监管、产品展示推介、品牌管理、境外配送、电商服务等诸多供应链环节，将更广泛地服务于道路交通、工业加工、工业消费品、农产品等

多个行业，以及国内、日韩及中西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融合与分工协作，提供

更加便捷的、显著的增值服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多式联运

公司多式联运业务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型工业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对供应链产品的精细化管理及对信息化平台的持续优化，采用

公路、铁路、水路的多式联运方式，进一步做大、做精、做强，利用网络线路优势，为客户提供“门到门”的物流服务，不断扩展和延伸综合物

流服务能力，降低客户运输成本，提升供应链产品价值，增加客户粘性，打造公司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2.第三方物流

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客户主要为生产制造及资源型贸易企业。 公司与海关、港口等单位有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基础，

从客户需求出发，利用公司多式联运的经营优势，通过定制化的物流运作模式，满足客户实际需求，降低了客户的库存成本及港口费用。根

据客户需求，公司为客户提供最优的物流解决方案，有效的提升了客户忠诚度，与多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3.供应链执行贸易

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长期紧密合作，保障货物来源稳定和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并以公司的供应链物流服务为依托，形成一个

从上游到下游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包括采购、销售、信息、资金等服务，降低客户供应链整体的管理

成本，为上下游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预计完成货运量534.0亿吨，同比增长5.5%，保持在较快增长区间。 其中，公路完成货运量

416.1亿吨、增长5.1%，水路完成货运量74.7亿吨、增长6.3%。 高速公路货运量增长6.8%。

2019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39.5亿吨，同比增长5.7%，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别增长6.1%和4.7%。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亿标

箱，同比增长4.4%。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19年全社会物流总额保持基本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7%，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1、社会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

2019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98.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6.4%，上

半年增长6.1%，前三季度增长5.7%，全年社会物流总额呈缓中趋稳，四季度小幅回升。

从构成看，工业品物流总额269.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增速比上年回落0.5个百分点；进口货物物流总额14.3万亿

元，增长4.7%，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2、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小幅回落

2019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4.6万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比上年回落2.5个百分点。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7%，比上年下

降0.1个百分点。

其中，运输费用7.7万亿元，同比增长7.2%，保管费用5.0万亿元，增长7.4%，管理费用1.9万亿元，增长7.0%。

3、物流业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2019年物流业总收入10.3万亿元，同比增长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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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098,476,277.58 1,362,624,761.72 -19.39 1,147,928,539.10

营业收入 1,755,374,980.38 1,749,948,948.69 0.31 1,700,114,14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8,807,436.93 44,988,785.85 -319.63 77,836,96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6,563,530.07 38,476,567.68 -376.96 75,245,34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9,565,630.67 732,681,136.08 -18.17 726,625,92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1,841,428.12 -122,352,784.41 43,424,032.79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75 0.34 -320.59 0.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75 0.34 -320.59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91 6.17 减少21.08个百分点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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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906,357.10 442,039,159.50 364,990,505.32 404,438,95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89,945.51 10,566,135.79 -35,320,704.08 -81,242,8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15,867.57 6,415,619.17 -36,963,612.68 -81,131,40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14,656.25 24,602,353.92 -30,391,975.77 181,445,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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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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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雅仕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67,320,000 51

67,320,

000

质押

30,20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侬道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300,000 6,630,000 5.02 0 质押

6,50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高投

成长价值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920,

100

5,979,900 4.53 0 无 其他

连云港初

映企业资

产管理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1,235,

000

3,715,000 2.81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海通开元

投资有限

公司

-5,131,

000

1,700,000 1.2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艳珍 619,400 619,400 0.4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钟昊峰 365,712 501,212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29,928 329,928 0.25 0 未知 其他

时江峰 313,500 313,5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吴雅慧 255,700 255,700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雅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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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09,847.63万元，同比减少19.39%；所有者权益69,067.47万元，同比减少13.16%；营业收入175,

537.50万元，同比增加0.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80.74万元，同比减少319.63%。

2019年公司出现亏损的原因主要系：

1、毛利率下降使得营业毛利减少4,529.97万元；

2、资产减值损失计提金额增加12,505.04万元，包括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

3、期间费用增加645.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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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4月23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

案》，根据财政部2017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类别由原来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减值方法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根据该项准则，本公司的金融资产按照新准则重新分类并确定计量模式。 金融资产减值将不再采用“已发生损失法” ，而是根据“预

期信用损失法” ，考虑包括前瞻性信息在内的各种可获得信息。

2、《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在维持金融资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判断原则不

变的前提下，对相关判断标准、过程及会计处理进行了梳理，对相关实务问题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指引。

本公司将按照该项新准则的要求进行列表。

该项新准则的实施预计将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3、《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套期会计处理与主体进行此项套期活动风险管理目

标和策略更加一致；有效性测试更宽松；取消80%-125%的明确标准等。

该项新准则实施预计将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细化披露要求。

本公司将按照该项新准则的要求进行列表。

该项新准则的实施预计将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5、公司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二、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根

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

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不调整。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 〔2019〕8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

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

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4、公司拟从2019年半年度报告起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次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

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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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苏泰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广西新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新为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捷桥有限公司

青海运达运输有限公司

新疆新思物流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新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宝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新为多式联运有限公司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宣汉华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新曦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连云港亚欧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有限公司

云南中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瑞雅通智慧矿山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证券代码：

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公告编号：

2020-040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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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孙望平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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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

为满足经营及发展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融资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

币，最终金额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额度、期限、利率及担保方式等条件以相关金融机构的具体要求为准。 期限自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董事孙望平、王明玮、杜毅、关继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4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公司2020年度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担保， 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

000.00万元的担保，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的担保。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同意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以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2019年度财务报告合并

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年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69,172,093.60

信用减值损失 -

其中：应收账款信用损失 65,418,871.39

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 11,852,054.02

应收款项融资信用损失 300,000.00

信用减值损失小计 77,570,925.41

合计 146,743,019.01

公司本年计提各项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46,743,019.01元，转销以前年度及当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金64,392,110.60

元。 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为119,331,526.11元，以上综合影响2019年度利润总额146,743,019.01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2020年度进口业务预测情况，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或等值外币），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可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拟对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授权委托公司管理层按照工商部门的最终核准意见，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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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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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勇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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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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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监事邓勇、郭长吉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4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公司2020年度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担保， 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

000.00万元的担保，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的担保。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同意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以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2019年度财务报告合并

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年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69,172,093.60

信用减值损失 -

其中：应收账款信用损失 65,418,871.39

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 11,852,054.02

应收款项融资信用损失 300,000.00

信用减值损失小计 77,570,925.41

合计 146,743,019.01

公司本年计提各项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46,743,019.01元，转销以前年度及当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金64,392,110.60

元。 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为119,331,526.11元，以上综合影响2019年度利润总额146,743,019.01元。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2020年度进口业务预测情况，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或等值外币），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可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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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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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2、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8,807,436.93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2,643,466.30元。 2019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9,687,041.32元，资本公积金为354,875,917.12元。

公司拟定的2019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二、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二）“利润分配政策” 3“现金分红条件” ：

（1）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

司后续持续经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12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且超过5,000万元；或者，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4）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鉴于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均为负，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保障公

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公司董事会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

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2019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业绩现状、未来经营资金需求等各项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

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同意该议案。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2、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现行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发展阶段、盈利水平等因素，体现了合理回报股东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合法。

3、同意《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32 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

2020-043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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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经营及发展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融资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最终金额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额度、期限、利率及担保方式等条件以相关金融机构的具体要求为准。

一、融资对象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二、融资品种

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借款、融资租赁、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

三、融资金额

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在融资授权期限内，融资额度可循环使用。

四、融资主体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包括已设立及新设的）。

五、担保方式

融资担保方式为：

1、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包括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提供抵押担保，以公司及全

资、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对外投资股权、应收账款、大额存单等流动资产提供质押担保。

2、由公司与所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或所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信用担保。

六、授权委托

（一）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在年度融资额度范围内，签署各项法律文件、办理相关事宜；同时，

融资额度在《总经理工作细则》规定范围内的，由总经理审批并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相关事宜；

（二）在上述融资发生总额内，融资方式及其额度可做调整；

（三）授权期限：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融资额度，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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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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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度，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各子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发生的提供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房产租赁、设备租赁等日常经营性交易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关联董事孙望平、王明玮、杜毅、关继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关联委员孙望平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 审计委员会

认为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对价

按公允市场价确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的开展。

公司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度预计金

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

动力

连云港港口集团物资公司 200.00 207.65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0

连云港广联电力燃料公司 1.00 0.54

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公司 50.00 18.28

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 800.00 0

江苏雅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 0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0.00 0

小计 1,361.00 226.47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14,552.47

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 21,000.00 15,780.00

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 2,539.72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1,500.00 3.91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113.57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

小计 53,300.00 32,989.6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5,000.00 596.22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314.88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58.08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0.00 23.42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0.00 3.94

连云港公路港有限公司 0.00 0.61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0.00 7.23

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0.00 0.17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8.35

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5.00 0.54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0 0.87

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3.44

连云港兴港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120.00 0

小计 11,455.00 2,017.75

向关联人租赁房产、土

地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0 21.6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437.37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5.00 14.18

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70.00 60

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0

小计 2,507.00 533.15

合计 68,623.00 35,767.04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年度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购

买燃料和商

品

连云港港口集团物资公司 300.00 54.18 207.65 0.13%

连云港广联电力燃料公司 10.00 0.00 0.54 0.00%

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公司 50.00 6.46 18.28 0.01%

连云港雅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00 0.00 0.00 0.00%

小计 380.00 60.64 226.47 0.14%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1,622.47 14,552.47 8.29%

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2,970.57 15,780.00 8.99%

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 4,256.82 2,539.72 1.45%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0.00 3.91 0.00%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 0.00 113.57 0.06%

小计 50,800.00 8,849.86 32,989.67 18.7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774.86 596.22 0.36%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70.67 1,314.88 0.80%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25.31 58.08 0.04%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0.00 23.42 0.0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0.00 3.94 0.00%

连云港公路港有限公司 50.00 0.00 0.61 0.00%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5.38 7.23 0.00%

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0.20 0.17 0.00%

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 1.32 8.35 0.01%

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0.00 0.00 0.54 0.00%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10.00 0.02 0.87 0.00%

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0.86 3.44 0.00%

小计 9,690.00 1,078.62 2,017.75 1.22%

向关联方租

赁房产、土

地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0 5.40 21.60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51.86 437.37 -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5.00 3.58 14.18 -

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65.00 15.00 60.00 -

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00.00 0.00 0.00 - 土地平整费

小计 3,002.00 75.84 533.15

向关联方出

租设备

河北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00 0.00 -

小计 100.00 0.00 0.00 -

向关联方采

购设备

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 100.00 0.00 0.00 -

上海观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285.00 0.00 -

小计 400.00 285.00 0.00

合计 64,372.00 10,349.96 35,767.04

二、公司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集团”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望平

注册资本：11068.9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07月29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8号206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与物流、贸易业务相关的均除外）；汽车用品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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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

露》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雅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保鲜”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忠平

注册资本：5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05月13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8号

经营范围：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销售；初级农产品销售；速冻食品、罐头、蔬菜制品的生产；农作物和花卉的种植、初加工、

冷藏保鲜；艺术品、精密电子元件的加工及相关所需的设备研发、加工改装；保鲜技术服务；包装服务；储藏及运输设备技术服务；自营和代

理初级农产品、食品、艺术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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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雅仕保鲜与公司同受雅仕集团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祥化工”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宗祥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8月12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昆畹公路38公里

经营范围：过磷酸钙（化肥）的生产销售；硫酸、磷酸、磷酸一铵（化肥）、磷酸二铵（化肥）、重钙（化肥）、富钙（化肥）、复合肥料（化

肥）、尿基高浓度复合肥、磷矿粉、氟硅酸钠的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电气电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百货、日用杂

品、针纺织品、家具、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农业物资（如尿素）的零售；配送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公司经营：氟硅酸钠废液回收利用及销售；磷矿开采、加工及销售）。

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弘祥化工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新为” ）少数股东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祥丰化肥” ）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四）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金麦”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法定代表人：杨利荣

注册资本：12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5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禄脿镇（工业园区）下禄脿村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重过磷酸钙、氟硅酸钠、磷酸氢钙、磷酸、硫酸、氟硅酸、水溶肥料；工业级磷酸一铵、

复合肥；化工产品、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电气电子、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百货、日用杂品、针织织品、家具、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的批

发、零售、代购代销；农用物资的零售；配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祥丰金麦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祥丰化肥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五）云南祥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丰商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丽芬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01月0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圆山北路2号祥丰大厦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硫磺、液氨、氟硅酸钠、硫酸、正磷酸、氨水、液氧、液氮、液氩、液体二氧化碳）的销售；化肥（普钙、重钙、富钙、复

合(混)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氢钙、氯化铵、氯化钾、尿素、硫酸铵、工业级磷酸一铵、水溶肥、尿基复合肥）的销售；矿石、矿粉的销售；

煤灰渣资源综合利用制品、磷石膏综合利用制品、建筑材料、五金、电器电子、橡胶制品、百货、日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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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祥丰商贸受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新为少数股东祥丰化肥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六）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天马” ）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怀中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01月12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1417号

经营范围：代办铁路运输；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运输计划组织；物流规划设计；物流信息服务；仓单质押业务；代办货物转运；腐蚀

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建筑材料、矿产品及塑料制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

兼零售；化肥的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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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云南天马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孙望平担任云南天马董事，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明玮担任云南天马监事，因此其为公司关联

方。

（七）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股份” ）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资本：109382.621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5日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庙岭港区港口四路8号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为旅客提供侯船及上、下船设施和服务；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仅

限为船舶提供岸电）；普通货运；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服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安装、维修；工索具制造、销售；散货包装服

务；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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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港口股份受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为” ）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连云港新海岸” ）的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 ）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八）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锐

注册资本：782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0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5号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

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委

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和检查货物表面情况的理货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船员接送及船舶污染物（含油

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和加工洗烫衣服等船舶港口服务；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含机车）和港口机械

的租赁、维修业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保税仓储（危化品除外）；港口与航道设施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管线工程设计与施工；港口疏浚作业；煤炭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

理；物业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网络技术服务；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沿海、沿江及内河运输；环境工程监

理及环境技术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信工程施

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无车承运人），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3类）（剧毒化学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批发与零售；瓶（桶）装饮用水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船舶制造；船舶修理及潜水作业；劳务服务（不含

劳务派遣）；卫生防疫服务；计量器具检测及衡器设备安装检定等；废旧物资回收；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的经营与管理；以下限分

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燃气销售；港口铁路运输；港区电力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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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关规定，港口集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为少数股东连云港新海岸的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九）新疆众和新丝路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丝路” ）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伟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5日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天润商务大厦二楼203室

经营范围：集装箱物流、集装箱租赁及供应链服务，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煤炭、钢铁、粮食及农副产品、化肥、矿石的销售，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并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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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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