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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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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92,932,669 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物产中拓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000906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潘

洁

证券事务代表
刘 静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

传真

0731-84588458

0731-84588490

电话

0731-84588390

0731-84588392

panj@zmd.com.cn

liujing@zmd.com.cn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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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钢铁产品及冶金原料、汽车销
售及相关服务、出租车业务、仓储物业等业务。
公司作为湖南省大宗商品流通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随着近几年的不断发
展，在企业品牌形象、行业经验沉淀、业务区域布局、供应链服务集成、钢铁
电商平台、汽车综合服务、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1）企业品牌形象。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品牌信誉，在行业内的
影响力是公司宝贵的无形资产，对公司业务的有效拓展具有较强促进作用。
（2）行业经验沉淀。公司拥有深厚的流通运营历史及文化背景，行业经验、
管理机制及专业化人才等方面优势明显。
（3）业务区域布局。公司有效占据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
甘肃、重庆等中西部 “七省一市”市场，拥有香港及新加坡境外公司以拓展海外
市场。控股股东变更后，同业竞争限制消除，公司将逐渐完善向全国业务布局。
公司网络业务布局范围广，协同效应明显，为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供应链服务集成。公司定位于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集成商，以产业电
商为抓手，提供资源分销、代理采购、定制加工、配送运输、货物仓储、供应
链金融等服务，大宗商品服务集成能力较强。
（5）钢铁电商平台。公司电商平台“中拓钢铁网”功能完善，平台开发技术
力量雄厚，供方营销平台、需方集采平台和自身集成服务平台三大功能逐渐完
善，能够为上游供应商、下游终端和小微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6）汽车综合服务。公司通过 4S 店新车销售、后服务以及出租车、二手
车经营等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多项目汽车服务，综合优势明显。
（7）信息化管理优势。公司采用先进的 SAP 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业务过
程均通过系统进行管理，效率高，成本低，业务管控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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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21,023,578,553.66 22,091,461,381.31

2013 年

-4.83%

23,737,688,97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149,959.09

73,899,286.74

16.58%

70,011,18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07,832.88

45,792,908.02

-167.28%

37,893,29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265,799.35

-417,471,20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2

13.64%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2

13.64%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6.92%

-0.14%

6.9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196,085,429.54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6,014,468,115.58

5,464,249,815.71

10.07%

4,363,489,8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2,645,766.92

1,096,496,440.24

45.25%

1,038,201,943.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334,592,325.91 5,163,872,799.10 4,806,054,721.80 6,719,058,70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69,334.47

35,010,217.07

11,111,304.45

18,259,10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87,701.52

8,739,404.88

2,103,450.24

-58,038,38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98,969.75

16,020,565.76 -152,959,641.16

143,272,245.8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
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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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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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21,799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22,430
优先股股东
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
持有有限售条 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38.81%

152,497,693

0

-

-

天弘基金－工商银行
－物产中拓定增 1 号 其他
资产管理计划

13.46%

52,879,777

52,879,777

-

-

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4.37%

17,155,255

0

-

-

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20%

12,587,500

0

-

-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
富均衡增长混合型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2.20%

8,660,970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策略
其他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

7,879,913

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逆向
其他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2%

5,979,218

0

-

-

长沙合众鑫荣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
资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1.44%

5,660,110

5,660,110

-

-

卢火英

境内自然人

1.35%

5,309,026

0

-

-

长沙合众鑫越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
资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0.96%

3,786,980

3,786,980

-

-

浙江国资公司与天弘基金、同力投资、华菱控股之间不存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关联关系，天弘基金与同力投资、华菱控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明
同力投资与华菱控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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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合众鑫荣、
合众鑫越的合伙人均为物产中拓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人员及少数退休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合众鑫荣、合众鑫
越与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之间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38.81%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注：国资运营公司已将持有公司 152,497,693 股，占公司总股本 38.81%的股份无偿划转给浙江交
投集团，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办理完成，截至报告披露日，浙江交投集团持
有公司 152,497,69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1%，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在“新常态”下进一步放缓，
宏观经济指标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下出现较大回落，经济增长动能
不足。受需求疲软、汇率波动以及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钢材价格
大幅下挫，创下历史低位，行业面临巨大挑战；汽车行业，在经历了高速增长
的黄金十年之后，也进入供大于求的阶段。流通商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传统 4S
店受汽车电子商务冲击明显。受环境污染压力、节能减排政策、限牌措施等影
响，未来汽车市场将进入低速增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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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复杂局面，报告期内，公司上下按照“适应新
形势，拥抱互联网，加快打造基于移动互联技术，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服务集
成商，成为流通 4.0 时代的基业长青企业”的指导思想，着力提升质量效益，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风险防控水平，努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各项工作
得到稳步推进，公司运营质量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目标，紧扣年初的经营计划，加快转型步伐，各
项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24 亿元，同比减少 4.8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15.00 万元，同比增加 16.58%。实物量方面，
销售钢材 726.30 万吨，同比增加 13.05%；铁矿石 374.64 万吨，同比增加
176.35% ；汽车 29,396.00 辆，同比减少 4.47%。
（1）加快转型升级，大宗商品板块运营能力有显著提升
大宗商品业务方面，公司坚持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和采购渠道，深度挖掘客
户需求，加大与生产企业的合作力度，因企制宜开展原材料配供、代销代理、
电商销售等模式的相关业务；同时，大力发展终端客户，努力缩短流通环节，
开展配供配送业务，提升终端客户占比，重点发展基建工程、房地产等重点行
业的龙头企业、优势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客户，与一批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全年终端配送配供总量达到 440 万吨，同比增长 25.71%，终端销售占
比达到 70%。
物流园方面，2015 年，公司被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授予“5A 级综合服务型
物流企业”称号。公司高星物流园加大了招商力度，同时积极与各大银行、客户，
共同推进质押监管业务，推进加工业务，全年实现吞吐量 94 万吨，同比增长 56%；
湘南物流，进行内部挖潜，实行市场化运作，全年完成吞吐量 73.45 万吨，同
比增长 32.77%。
（2）优化业务结构，汽车板块运行质量有提升
汽车业务方面，公司坚持厂商合作、以我为主，保持合理库存，同时积极
创新营销模式，与主流互联网汽车媒体开展合作。从品牌专修向综合性维修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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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深度挖掘汽车销售产业链的利润新增点。出租车业务方面，加强内部管理，
强化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对年内到期的出租车成功实现了续牌，保住了
存量规模，新增出租车辆 150 台，公司出租车总量超过 1400 台，网络布局拓展
至湖南省 8 个城市，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3）电商平台功能优化，社会影响大幅提升
作为公司经营方式转型升级的服务输出平台和管理集成平台，经过 5 年的
积累和发展，“中拓钢铁网”在实践运用中功能不断优化。2015 年，重点完善了
电子提单、加盟代销功能和运力解决方案，建设了交易版 APP、手机微信服务等
项目，为上下游客户搭建销售平台和集采平台，平台交易量和注册会员数迅速
增长，全年线上交易量达到 533.8 万吨，同比增长 124.29%；新增注册会员数
2393 个，其中手机端客户达到 1556 个，同比增长 180%；手机下单量达到 114.58
万吨，同比增长 954%。钢铁电商平台服务集成能力明显增强，钢贸板块调结构、
转模式步伐加快，电商平台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中拓电商公司被国家工信
部授予“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被湖南省商务厅和国税局认定为湖南
省首批电子商务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被长沙市科技局授予“长沙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
（4）产融结合初见成效，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供应链金融方面：公司积极探索产业金融与供应链集成服务的差异化业务
发展新模式，开发了预付款保理、垫资代理进货、应收账款保理、货权质押、
控货权分批供货、电商库存融资、资产抵押授信、终端配供授信、进口控货开
证、票据池管理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打造全产品、全流程、全方位的供应
链金融服务体系，为核心客户和重点行业客户提供供应链融资综合解决方案，
保证了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
融资租赁方面：2015 年 5 月注册成立中拓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及
汽车信贷等业务，全年累计完成汽车消费信贷 2793 笔，放贷总额 1.84 亿元，
融资租赁投放额 19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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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强化风险管控，规范安全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经营风险防控，始终按照“风控第一、效益第二、
规模第三”的经营原则，增强全面风险防控意识。修订完善客户、货权、物流、
应收账款、合同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全员、全面、全程风险管理制度
体系。加强了安全生产管理，推动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明确了各业务单位
安全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6 年宏观经济结构性和行业系统性矛盾叠加，预计国内经济增长保持平
稳，去产能化将是 2016 年的主题，国家提出了严控产量、主动减量、优化存量
的方向，预计钢铁上游原材料价格维持低迷，钢材价格逐步企稳，钢厂利润总
体得到适度修复。大宗商品流通行业继续洗牌，中小型商家主动退出、被淘汰
的格局更趋明显，具备资金实力及优秀经营管理水平的集成服务商优势凸显，
市场空间巨大。受环境污染压力、节能减排政策、限牌措施等影响，未来汽车
市场将进入低速增长周期。虽然行业环境复杂低迷，但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布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必将给行业发
展带来新的活力。公司将依托国有控股上市的竞争优势，加快向服务集成商全
面转型，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发展战略
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按照“风控第一，效益第二，规模第三”
的经营原则，坚持紧抓模式转型不放松、力拓客户市场不懈怠、提高管理水平
不停步，遵循稳中求进、调结构、布新局、降成本、控风险、提效益、上规模
的经营理念，逐步实现“以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为主业，以产业电商为重
要手段，以产业金融为有效支撑，打造互联网+大宗商品服务集成商，成为行业
领先企业”的战略目标。
公司 2016 年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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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空间，谋求新突破，激发新动能。2016 年，为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得
到有效推进，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完善钢铁原材料板块业务布局。2016 年，公司将重点推进全国重点区域
业务布局，同时依托香港及新加坡境外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力争钢材、铁矿石
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新突破。同时借助“中拓钢铁网”继续深化厂商合作，
向上游产业链拓展延伸业务，推进开展以铁矿石业务、焦煤业务为核心，生铁、
铁合金等其他原材料业务为辅助的冶金供应链业务。集中精力提高配供配送业
务质量，重视客户管理和运营风险管理，按照“安全性、盈利性、可持续性”
的标准优选存量客户、严选新增客户，提升客户质量。
2、完善电商平台，做大做强产业电商。2016 年，将继续推动产业电商发展，
完善平台功能，重点围绕物产中拓“大宗商品服务集成商”的信息化管理和互
联网支撑要求做好电商平台和内部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按照“聚焦三个平台”
（即供方营销平台、需方集采平台和自身集成服务平台）的工作目标调整管理
定位，精简优化团队，协同运作，发挥集约化管理效能，提升客户满意度，力
争 2016 年平台交易量实现稳步增长。
3、优化调整汽车板块，探索创新出租车经营模式
在汽车需求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公司汽车板块将通过充分挖掘全产业
链利润增长点，继续强化维修、保养、按揭、保险、用品等增值服务的延伸，
利用社会化汽车电商平台，全面推进互联网营销，增强“六大运行质量”
，确保
现有存量业务单位提质增效。
出租车业务聚焦服务水平提高，加强精细化管理，强化安全生产，在保证
现有存续出租车的基础上，扩充规模，扩展业务覆盖面，积极应对互联网对出
租车业务的冲击，探索尝试互联网新型合作业务，推动经营模式创新。
4、深化产业金融布局，促进金融与主业融合发展
在国内“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各行各业都在寻求转型升级，金融作为一
种资源配置手段，重要性日益凸显，产业金融发展逐步成为强化行业发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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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量。公司将依托大宗商品的行业背景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积
极布局产业金融。扩大融资租赁公司在长三角区域业务布局，推进商用车、公
用事业类、设备类的融资租赁业务，促进金融与主业融合发展。
5、狠抓风险防范，全面提升风控能力。2016 年，公司将通过完善风险预警
监控制度、风险评估常态化机制、客户信用管理等，加强客户动态跟踪管理，
强化风险的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根据各区域、各业态特点，从组织、团队、
决策、制度流程以及考核等进行全方位审视来完善风险管控体系；按照“总量
控制、结构优化、加快周转、提质增效”的原则，进一步强化配供配送业务应
收款管理；同时建立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全面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比
毛利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上年同期
率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增减

金属材料及冶
18,821,748,369.36 18,373,939,919.56 2.38%
金原料
汽车及相关服
务

2,169,809,267.29

2,012,883,158.54 7.23%

-3.92%

-4.21%

0.29%

-10.90%

-11.70%

0.8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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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与湖南宏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 427.53
万元取得湖南中拓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5%的股权，并办妥股权变更工商
登记手续，自 2015 年 7 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以 135.18 万元处置了宁乡中拓瑞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2%的股权，自 2015 年 1 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 BEAMPLUS INTERNATIONAL PTE .LTD（中文名称：益光
国际）、湖南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天津中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郴州市三维
出租车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自上述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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