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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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510,812,46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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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商中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000906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洁

刘静、吕伟兰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浙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浙
江交通集团大厦 8-10 楼
江交通集团大厦 8-10 楼

传真

0571-86850639

0571-86850639

电话

0571-86850678

0571-86850618

电子信箱

panj@zmd.com.cn

liuj@zmd.com.cn
lvwl@zm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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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汽车销售及售后综合
服务等经营活动。
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板块：集成服务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石。公司通过发挥自身差异化优势，为客户提供集咨询、原材料采购、
库存管理、产成品销售、剪切加工、物流配送、信息化管理、风险管理、资产
管理以及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全方面、多层次的供应链集成服务，并不断提
升每一项服务的性价比，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公司在全国构建了
完善的服务网络，共设立了三十余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业务部门，主要分布在
中西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经济发达或高速增长的地区；同时在香港、
新加坡拥有3家境外平台公司，逐步实现业务的全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在互联
网+时代，公司积极适应新形势，拥抱互联网，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自建“中
拓钢铁网”（www.zt906.com），致力于打造领先的大宗商品服务集成电子交易
平台。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模式为：自营分销、配供配送、代理采购、期现结合、
电子商务、定制加工、代理及自营进出口等。
作为公司核心主业的配套支撑，公司利用多年来积累的上下游客户资源优
势，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将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培育成为行业细分市场
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营模式主要有：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产业投资上，积
极开展产业链相关及协同互补领域的投资，在投资方向上遵循“战略性、协同
性、匹配性”的基本原则，通过并购、合作经营等方式，实现外延式拓展，提
升竞争力。以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为基础，全力打
造第三方物流运营平台，为公司主业提供战略性物流支撑，同时开展社会化运
行，对外提供安全可靠、优质高效的物流服务，完善 “地网”的布局。结合“中
拓钢铁网”电商交易平台的打造，实现“天网”、“地网”的融合。经营模式
主要有：物流储运、剪切加工、无车承运人等。
汽车销售及售后综合服务：公司现拥有14家标准4S店，形成了一汽大众、
北汽现代、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日产四大品牌系列，销售网络从长沙发展到湖
南全省各地。经营模式主要为标准的4S店综合服务。
出租车业务：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岳阳、邵阳、益阳、衡阳、永州、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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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等8个地市设有出租车公司，现拥有出租车近1400台，具有良好的行业服务
形象和口碑。
（二）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定位于“成为行业领先的生产资料供应链服务集成商”，系生产性服
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重塑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中国制
造转型升级提供动力引擎。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仍然大
而不强，需要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相应的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
间。近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支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2015年，《中国制造2025》
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2016年，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服务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明确提出“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现
状，加快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2017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强调供应链的重
要战略意义，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100家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发展“现代供应链”。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行业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汽车行业，根据2018年1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产销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901.5万辆和2,887.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
和3%，连续九年蝉联全球第一。在供给侧改革的带动下，新一代移动互联、新
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加速与汽车产业融合，产业生态深刻变革，竞争格局全面
重塑，我国汽车产业将逐渐步入强者恒强的集约化发展阶段；从品牌角度来看，
日韩系品牌在国内市场空间受到挤压，份额下降明显。
公司在行业深耕多年，拥有深厚的生产性服务业运营经验及专业背景，已
构建完善的大宗商品集成服务管理体系，管理机制成熟，资金统筹能力强，专
业人才队伍稳定。公司已基本完成全国业务布局，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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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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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48,407,085,357.35

32,975,049,915.75

46.80%

21,023,578,55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3,251,414.42

125,348,796.13

38.22%

86,149,95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1,056,939.67

168,582,570.46

-16.33%

-30,807,832.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0,142,520.73

287,290,040.86

-375.03%

-89,265,799.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5

36.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5

36.00%

0.19

9.76%

7.63%

2.13%

6.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17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5 年末

10,758,393,750.53

7,283,394,184.78

47.71%

6,014,468,115.58

2,597,619,100.49

1,694,529,490.99

53.29%

1,592,645,7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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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5,440,555.02 12,435,643,422.69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515,674,267.94 15,310,327,11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161,599.06

40,650,732.77

38,302,826.48

49,136,25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853,310.99

32,658,620.96

46,391,849.68

27,153,15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7,401,560.83

139,018,402.61

-970,708,430.89

778,949,0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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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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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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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26,371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24,152
优先股股东
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天弘基金－工商银行
－物产中拓定增 1 号资 其他
产管理计划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38.81% 198,247,001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数量
0

13.46% 68,743,710 68,743,710

湖南同力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24% 21,677,832

0 质押

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0% 16,363,750

0

长沙合众鑫荣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7,358,143

7,358,143 质押

长沙合众鑫越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6%

4,923,074

4,923,074

福建道冲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道冲补天 1 号 其他
私募基金

0.38%

1,963,405

0

吉玥

境内自然人

0.33%

1,695,655

0

李爱武

境内自然人

0.29%

1,490,724

0

杭州克雷特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1,220,000

0

8,425,000

5,425,970

浙江交通集团、天弘基金、同力投资、华菱控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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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人均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及少数
明
退休人员等，合众鑫荣、合众鑫越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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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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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
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坚持“一二三”发展战略
（盯紧一个目标：成为行业领先的生产资料供应链服务集成商；服务二类客户：
服务“基本建设”和“中国制造”两类客户；提升三大能力：提升集成服务能
力、风险管控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着力创新商业模式，
加快转型升级，强化风险管控，提升运营质量水平，各项工作扎实有力推进，
公司整体经营态势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4.07亿元，同比增长46.80%；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亿元，同比增长38.22%。全年销售各类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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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925万吨，同比增加7.63%；矿石628万吨，同比增加5.39%；煤炭228万吨，同
比增加245.91%，汽车28,068辆，同比减少10.8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经营计划，各项业务取得有效进展。
（一）转型升级，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明显提升
公司深入拓展供应链服务集成主业，不断的对自身发展进行迭代思考，在
战略和执行层面不断尝试和超越现有的商务模式和业务范围，拓展新的空间和
利润增长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大宗商品集成服务业绩突出。公司不断加大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的开发
与维护，通过资源整合、产融结合、期现结合、物流服务等多样化手段，为“基
本建设”和“中国制造”两类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集成服务，核心竞争能
力不断提升。不断增强与上游客户如宝武、萍钢等大中型企业合作的紧密度，
合作模式愈加丰富，在为其销售产品、供应原料的同时，还为其提供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购售电等集成服务，进一步增强了客户黏度；加强与下游客户，特
别是地方国企和上市公司战略合作，强化订单管理，不断做精做深配供配送业
务，全年完成终端配送量460万吨，旗下全资子公司重庆中拓、贵州中拓、湖北
中拓、广西中拓等都已成为区域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工程配送服务集成商；积
极拓展工业材业务，立足现货市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沿海区域市场形成
了以配供代理为主、开平剪切为辅的商务模式；引进专业团队，成立原料国际
部，开展焦煤、焦炭等原料代理进口业务；通过益光国际、锋睿国际平台，开
展金属原材料进出口业务，逐步打造专业的国际贸易平台。
（2）新业态拓展取得突破。中拓电力坚持以“上控资源、中强服务、下建
网络”为工作方针，通过整合上游电厂资源，与下游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不断拓展上下游资源网络，全年签约合同电量约8.5亿千瓦时；报告期内，“中
拓电力售电云交易平台”顺利获得售电业务经营许可资质。
（3）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业务稳步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制定融资租赁战
略规划，明确融资租赁公司战略定位和目标，大力拓展公司上下游产业链客户，
开展直接租赁、售后回租、商业保理等业务，全年实际投放10.9亿元，同比增
长262%。2017年顺利获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准入资格。
（4）物流运营网络持续完善。公司全年签约仓储供应商128家，内外贸货
代52家，对授信工作采取动态管理，有效支撑业务发展。同时，中拓物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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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国自营仓储网络建设，已在浙江、湖北、湖南、山西、河北、广西等地
设立15家标准化仓库并投入运营，对货权及实物实施有效管控，为公司服务集
成商的打造提供了有力支撑；运输方面，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并成功进入国
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名单，为后续业务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1）工贸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公司为推进工业线材拉丝加工项目，实行
以工促贸、工贸一体的新尝试，在海盐成立浙江中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
前已取得100亩土地使用权证，完成政府环保审批和用能交易，并获得省重点项
目提名。截止报告披露时，该项目已正式动工。
（2）高度重视商务模式研究。报告期内，公司设立商务模式研究中心，有
效梳理现有商务模式，明确发展定位，完善发展举措，系统分析各业务单元经
营模式，促进业务单位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宏观研究、行业研究和策略研究，
深入了解行业特性和发展趋势，为业务发展提供指导。全年完成工业材、管型
材、废钢、MRO经营模式、售电业务模式等10余项业务的商务模式专题研究。
（3）推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省国资委和控股股东的支持下，报告期
内，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取得浙江国资委批复同意，成为浙江省第一家获
批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
（4）2017年，公司成功发行7.5亿元永续中票，增加了公司流动性资金，
优化了财务结构，进一步促进公司主业经营。
（三）提质增效取得新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高星物流资产处置，完成股权转让工作，回笼资
金约5亿元；完成湘域中央资产处置，盘活资金3650万元；稳步推进汽车综合业
务改革，积极开展精品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出租车业务在网约车冲击市
场及全行业大幅降费的情况下，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安全管理、内部降本
节支等手段稳定经营，顺利完成年度预算目标。
（四）管理效能有新提升
（1）加强风险管控。2017年对280余家客户进行了授信，组织落实召开一
级风控会104项，二级风控会185项；进一步加强资金额度管理、“三项资金”
动态跟踪管理和逾期往来预警管理，公司全年未出现大的经营风险事项。成立
安全监督管理部，健全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强化隐患排查和关键领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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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段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先后组织135次安全检查，全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
控。
（2）推进“两化”建设。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管理信息化和商务电子
化的“两化”建设力度，以转型升级发展为契机，围绕信息化战略规划，推进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序开展信息化工作，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目前SAP、CRM、
OA、EC、仓储系统等已覆盖公司管理及业务全过程。
（3）开展对标管理。各业务单位、职能部门加强对内外部标杆企业的学习，
积极开展立标、对标、创标、达标活动；公司内部以重庆中拓为标杆的学习活
动取得明显效果。
（4）强化价格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定期研讨机制，实行价格管理会议
常态化，加强区域市场和价格研判沟通交流，强化价格管理能力，提升价格风
险的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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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比上年
毛利率 比上年同 比上年同
同期增
期增减
期增减
减

建筑用材 17,825,309,016.70 17,185,807,574.60

3.59%

51.45%

52.07% -0.39%

工业用材 12,550,061,760.33 12,458,061,767.48

0.73%

105.35%

108.57% -1.53%

炉料

5,265,724,409.30

5,133,361,338.38

2.51%

55.20%

煤炭焦炭

1,941,734,300.36

1,930,221,722.74

0.59%

368.86%

380.42% -2.39%

有色金属

2,449,273,456.56

2,443,067,997.23

0.25%

-28.57%

-28.48% -0.14%

化工产品

5,160,414,855.78

5,131,205,793.05

0.57%

5.16%

4.66%

0.48%

其他商品

210,940,731.44

193,640,750.94

8.20%

74.76%

62.33%

7.03%

汽车及相
关服务

2,886,953,621.97

2,736,781,393.66

5.20%

3.84%

5.02% -1.06%

其他业务

116,673,204.91

35,689,257.26 69.41%

134.74%

148.23% -1.66%

52.8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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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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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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
（以下简称“修订后的 16 号准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
收益”项目；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修订后的 16 号
准则的要求，本期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增加 3,676,001.77 元、
“营业外
收入”减少 3,676,001.77 元，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经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以下简称“发布的 42 号准则”
），发
布的 42 号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发布的 42 号准则及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
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
进行分类列报。根据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
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
收益”，本期利润表中“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19,143,484.30 元、
“营业外收入”
减 19,317,334.42 元、
“营业外支出”减少 173,850.12 元；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6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 -171,009.52 元、调减
“营业外收入 388,247.51 元，“营业外支出” 559,257.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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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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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公司战略调整需要，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27日、2017年5月12日、
2017年6月27日、2017年11月10日办妥衡阳中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中
拓瑞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郴州中拓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和湖南中拓博
长钢铁有限公司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上述公司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2）公司与余姚市海王金属材料厂共同投资设立浙江中拓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24MA2B82FU0T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占注册资本的80%；
本公司拥有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公司投资设立浙江中拓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000MA27U0A8XH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0%。本公司拥有其实质控制权，故自
该公司成立之日，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公司控股子公司益光国际投资设立宁波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年11月3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0MA2AFC5J1L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700万美元，益光国际占注册资本的
100%。本公司拥有其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5）2017年1月，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受让浙江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的浙江省铁投物资股份有限公司50%股权，根据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浙江省铁投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合资公司由
本公司主导运作，纳入公司管理体系，执行公司经营管理制度等。由于公司控
制了合资公司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
故自2017年1月24日合资公司受让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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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公开处置持有的湖南高星物流园开发有限
公司51%的股权和湖南中拓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65%的股权，处置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上述公司股权，自办妥财产交接手续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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