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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马国际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费益昭

刘智洋

电话

0755-33356810

0755-33356333-8899

传真

0755-33356399

0755-33356399

电子信箱

chris.fei@fmscm.com

zhiyang.liu@fmscm.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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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9,175,143,801.78

17,314,244,211.24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455,403.45

100,368,709.69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4,906,293.78

96,938,071.11

5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056,660.94

4,167,767,287.92

-9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11.93%

-7.43%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9,540,182,739.15

20,574,909,333.50

-5.03%

2,465,109,482.90

2,398,225,564.69

2.79%

注：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实施完成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 747,909,677 股增加到 972,282,580 股。按最新股
本数计算的公司 2016 年中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11 元；同时追溯调整对上年同期的影响，基本每股收益由 0.17 元调整为
0.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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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66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飞马投资控股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
法人

50.06%

486,720,000

质押

466,570,000

黄壮勉

18.80%

182,812,500

182,812,500 质押

182,812,500

长城证券－兴业
银行－长城平步
其他
青云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51%

34,136,982

深圳平安大华汇
通财富－平安银
行－平安汇通创 其他
富增持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2.25%

21,913,761

深圳平安大华汇
通财富－平安银
行－平安汇通创 其他
富增持 1 号二期
资产管理计划

2.16%

21,012,142

赵自军

境内自然人

1.77%

17,201,085

12,900,814 冻结

17,201,084

深圳前海骏马投 境内非国有
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1.42%

13,760,080

13,760,080 质押

13,759,200

刘立冬

0.72%

7,000,000

兴全睿众资产－
上海银行－兴全
睿众飞马国际分 其他
级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0.68%

6,608,229

李莉

0.63%

6,173,437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黄壮勉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飞马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和黄壮勉先生是一致行动人。2、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公司部
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股东成立的公司，赵自军先生是该公司股东之一，赵自军先生和
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3、“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行－兴全睿众
飞马国际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资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先生、赵自
的说明
军先生、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有关联关系。4、“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
安银行－平安汇通创富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和“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行－平
安汇通创富增持 1 号二期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黄汕敏先
生为前述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人。5、除上述 1-4 项的股东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公司股东刘立冬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 股。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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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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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实施大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服务的发展战略，以更好满足广大客商的需求为向导，不断整合
和优化供应链服务节点、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提升供应链服务品质与水平，公司业务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同时，
公司不断强化内部管理、考核，进一步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实现公司稳定、持续性发展。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17,514.3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45.54万元，公司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二）主营业务分析
1、重要变化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17,514.38万元，同比增长10.75%； 营业成本1,903,361.41万元，同比增长10.66%；收
入与成本的增长主要是公司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拓展所致；销售费用1,543.20元，同比增长62.66%；管理费用6,678.37万元，
同比增长87.48%；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长，主要是受市场环境以及服务配套成本、人工成本、运营成本上涨等因素
影响，去年末成立子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运营发生前期准备费用，以及从去年2季度开始将收购的新加坡恺恩纳入合并范围
所致；财务费用-9,246.28万元，同比下降167.37%，主要是公司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拓展供应链结算管理服务，以
及偿还银行借款所致；研发支出1,726.74万元，同比增长88.30%，主要是公司加强业务平台系统建设，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实现营业利润12,786.56万元，同比增长14.39%；实现利润总额12,848.52万元，同比增长13.91%；所得税费用1,616.03万元，
同比增加39.57%，主要是报告期内业务增长，当期计缴税费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45.54万元，同
比增长10.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6,605.67万元，同比下降93.62%；经营活动现金流下降主要是公司加强供应
链结算管理，优化服务模式及结算方式，在对外支付上更多地采用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方式，前期延缓的现金支出
在报告期内支付所致。

2、财务费用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为-9,246.28万元，较上年同期-3,458.18万元下降了167.37%，因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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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业务的收益是一揽子收益，包括了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投资收益（到期）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到期）的
汇总收益，但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是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项目在财务费用中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
收益，则是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核算。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公司2016年上半年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0.12%，具体
计算如下：
项 目
利息支出
减：利息收入
汇兑损益
银行手续费及其他
贴息
财务费用小计
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减：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合营
企业部分）
合 计

2016年1-6月
33,067,736.97
120,221,310.50
-34,585,669.15
20,081,338.13
9,195,148.68

2015年1-6月
100,884,256.18
179,196,928.95
16,986,840.56
19,103,741.80
7,640,337.14

增减额
-67,816,519.21
-58,975,618.45
-51,572,509.71
977,596.33
1,554,811.54

增减比例
-67.22%
-32.91%
-303.60%
5.12%
20.35%

-92,462,755.87
-25,978,784.58

-34,581,753.27
22,426,077.81

-57,881,002.60
-48,404,862.39

167.37%
-215.84%

-20,916,732.08

-19,071,548.30

-1,845,183.78

9.68%

-45,567,239.21

-37,936,282.78

-7,630,956.43

20.12%

（1）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利息支出（包括银行贷款利息及贴现利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06%，贷款利息支出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短期借款的下降，以及贷款/贴现利率下降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2016年1-6月
33,067,736.97
9,195,148.68

2015年1-6月
100,884,256.18
7,640,337.14

增减额
-67,816,519.21
1,554,811.54

增减比例
-67.22%
20.35%

合 计

42,262,885.65

108,524,593.32

-66,261,707.67

-61.06%

利息支出
贴息

（2）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存款利率下降，以及存入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结合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期末持有的DF/NDF等衍生金融产品按资产负债日远期外汇汇
率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及投资收益（报告期内到期的DF/NDF等衍生金融产品确认投资亏损）计算，综合汇兑收益为支出
1,23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7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外币资产及外币合约受汇率变动影响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汇兑损益
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减：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合营
企业部分）
合 计

2016年1-6月
-34,585,669.15
-25,978,784.58

2015年1-6月
16,986,840.56
22,426,077.81

增减额
-51,572,509.71
-48,404,862.39

增减比例
-303.60%
-215.84%

-19,071,548.30

-1,845,183.78

9.68%

13,632,311.05

-1,322,463.54

-9.70%

-20,916,732.08
12,309,847.51

（4）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资源行业产品主要是大宗商品，公司积极运用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等支付方式，在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已收取下游客户的回款，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资金成
本。同时，公司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在供应链结算管理上不断创新，依托业务积极开展外汇业务。公司综
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20.12%，主要是利率的变化以及短期借款的下降和存入保证金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和收入减少
所致。
项 目
利息支出
减：利息收入
汇兑损益
其他
合 计

2016年1-6月
42,262,885.65
120,221,310.50
12,309,847.51
20,081,338.13

2015年1-6月
108,524,593.32
179,196,928.95
13,632,311.05
19,103,741.80

增减额
-66,261,707.67
-58,975,618.45
-1,322,463.54
977,596.33

增减比例
-61.06%
-32.91%
-9.70%
5.12%

-45,567,239.21

-37,936,282.78

-7,630,956.4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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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9,175,143,801.78

17,314,244,211.24

10.75% 公司业务稳定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9,033,614,050.18

17,199,506,440.28

10.66% 公司业务拓展，成本增加所致。

9,487,401.76

受市场环境以及服务配套成本、人工成本、
运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以及从去年2
62.66%
季度开始将收购的新加坡恺恩纳入合并范
围，去年1季度未并表所致。

35,622,677.00

公司人力成本等管理费用增长；从去年2
季度开始将收购的新加坡恺恩纳入合并范
87.48% 围，去年1季度未并表；去年末设立的子公
司在报告期内进行运营，前期费用增加所
致。

-92,462,755.87

-34,581,753.27

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开展外汇组合业务，
并积极拓展供应链结算管理服务，收益增
167.37%
长；偿还银行借款，以及利率下降，利息
收入、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160,281.85

11,578,526.24

39.57%

报告期内业务增长，当期计缴税费增加所
致。

研发投入

17,267,382.35

9,169,956.32

88.30%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业务平台系统建设，
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266,056,660.94

4,167,767,287.92

-93.62%

前期延缓的现金支出在报告期内支付，票
据到期结算所致。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432,015.95

66,783,651.34

报告期内，公司控制对外投资步伐，去年
-92.03% 同期支付了投资前海启航及收购新加坡恺
恩、广物供应链的投资款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010,707.44

-250,970,413.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9,968,443.68

-4,110,891,406.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15,842,596.87

-193,176,524.42

115.27%

前期延缓的现金支出在报告期内支付，以
及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3,091,188.89

34,694,132.45

-33.44%

主要是期末持有的未到期的DF/NDF衍生
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收票据

300,000.00

1,096,043,000.00

应收账款

2,716,316,898.79

1,996,527,911.55

36.05%

6,559,115,958.76

5,025,215,854.22

业务规模扩大，预付客户的款项增加，期
30.52% 末尚未结算所致；期末预收款项也同时相
应增加。

其他应收款

125,876,733.55

374,596,024.37

-66.40%

主要是业务结算，收回业务保证金、押金，
以及货款所致。

存货

304,866,898.23

97,158,833.06

213.78%

业务规模扩大，期末客户尚未提取结算的
货物增加所致。

21,201,172.39

10,294,380.27

105.95%

主要是报告期末待抵扣进项税金增加所
致。

898,630.68

329,869.42

预付款项

其他流动资产
无形资产

报告期内，归还银行借款以及依托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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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3% 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存入的保证金减少所
致。

-99.97% 主要是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业务规模扩大，期末尚未结算的应收客户
款项增加所致。

172.42% 公司加强信息系统建设，软件支出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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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致。

长期待摊费用

4,945,555.52

短期借款

1,737,570,740.75

3,542,463,297.98

预收款项

548,928,427.89

343,103,935.11

5,011,118.56

7,454,739.78

-32.78% 主要是公司支付了员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26,750,566.47

44,480,042.83

-39.86% 报告期内，支付了相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16,918,354.58

28,599,389.14

-40.84%

利率下降，以及归还银行借款，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

114,241,907.37

200,300,182.79

-42.96%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收购新加坡恺恩股权
款项所致。

278,738.12

161,437.39

912,183,845.26

656,004,349.75

640,645.07

413,446.54

3,363,984.97

1,284,668.97

161.86%

主要是期末持有的未到期的DF/NDF衍生
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972,282,580.00

747,909,677.00

30.00%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所
致。

1,310,887.89

2,818,887.45

-53.50%

报告期内，“营改增”全面实施，营业税金
及附加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677,866.20

-7,209,017.04

214.58%

主要是期末需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978,784.58

22,426,077.81

-215.84%

主要是期末持有的未到期的DF/NDF衍生
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0,132.64

1,067,425.67

-39.09%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0,481.10

46,220.39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股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78.39%

主要为各业务平台装修完工，费用结转所
致。

8,822,345.91

-50.95% 主要是借款到期归还所致。
59.99%

业务规模扩大，期末尚未结算的预收客户
的款项增加所致。

72.66%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款所致。
39.05%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
致。

54.95% 主要是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34.05%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三）为推进和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发展计划，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开展、完成工作情况
1、大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服务
大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服务是公司的重点发展战略，公司从大、从广、从深拓展供应链管理服务，延伸供应链服
务链条，丰富供应链价值增值手段，不断完善一体化能源资源供应链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拓展有色金属供应链服
务和煤炭供应链服务，服务品质得到有效提升，业务量实现稳定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公司行业内重要地位。
2、积极拓展多元化融资，筹划发行公司债券
为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业务需求、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拟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
亿元）的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报告期内，公司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核准，并于2016年8月2日实施完成了公开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
亿元。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后续相关事宜。
3、持续优化供应链服务网络，完善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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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整合行业资源，拓展公司业务链，并分别在北京朝阳区和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设立了全资子
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服务网络布局，提升公司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服务能力；同时，公司致力于大宗商品供应链结算管理服
务、仓储物流服务、电商交易服务等开发、研究，不断提升公司供应链管理服务整合、创新能力，增强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
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
4、顺利组织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及管理层聘任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组织顺利完成
了董/监事会换届，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并重新聘任了公司经营管理层。公司管理层配置科学、合理，
有助于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运营管理能力。

（四）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分行业
物流供应链服务业
物流园经营服务业
其他业务
合 计
分产品
综合物流服务
贸易执行服务-矿产
资源行业
贸易执行服务-其他
行业
物流园经营收入
其他
分地区
华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海外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19,166,797,318.31
7,274,345.12
1,072,138.35

19,029,648,907.96
2,568,887.76
1,396,254.46

0.72%
64.69%
-30.23%

10.77%
-24.17%
42.05%

10.67%
-22.16%
39.82%

0.09%
-0.91%
2.07%

19,175,143,801.78

19,033,614,050.18

0.74%

10.75%

10.66%

0.08%

96,380,083.30

94,360,525.64

2.10%

-15.35%

-8.54%

-7.29%

18,903,048,894.83

18,778,409,143.32

0.66%

10.88%

10.74%

0.15%

167,368,340.18

156,879,239.00

6.27%

17.46%

16.91%

0.44%

7,274,345.12
1,072,138.35

2,568,887.76
1,396,254.46

64.69%
-30.23%

-24.17%
42.05%

-22.16%
39.82%

-0.91%
2.07%

1,003,778,479.31
3,607,512,658.00
11,021,424,398.53
603,781,859.16
204,419,797.44
176,937,648.63
2,557,288,960.71

996,904,425.61
3,592,205,887.55
10,994,876,554.26
602,277,711.84
200,294,523.90
176,860,006.72
2,470,194,940.30

0.68%
0.42%
0.24%
0.25%
2.02%
0.04%
3.41%

122.35%
268.41%
31.87%
-64.28%
320.16%
-30.59%
-53.77%

125.98%
274.08%
31.85%
-63.96%
328.64%
-30.56%
-54.98%

-1.60%
-1.51%
0.02%
-0.89%
-1.94%
-0.06%
2.59%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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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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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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2 家。
（1）北京飞马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飞马大宗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于 2016 年 01 月 11 日成立，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MA0032DNXY，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北京飞马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金尚未投入。
（2）深圳前海百川投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出资于 2016 年 03 月 22 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8XEHXC，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圳前海百川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尚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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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壮勉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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