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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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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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送现金红利 1.02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1,306,749,434股，以此为基

数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 133,288,442.27 元（含税），剩下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预案尚

需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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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 60071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永清 张大亮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电话 025-84531968 025-84531968 

电子信箱 tzz@sumec.com.cn tzz@sume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主要业务 

公司定位为以供应链集成服务为主体,以先进制造和工程承包为两翼的国际化企业集团。 

2.经营模式 

（1）供应链集成服务含大宗物资和机电设备进口的供应链运营、机电和纺织服装产品的产业链组

织和整合。 

a.基于系统解决方案的机电设备进口和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 



公司的金属产品、矿石、煤炭、木材等大宗商品，上游与主要生产商建立长期采购合约，形成遍

布全球的资源网络，下游围绕核心优质客户提供在原材料组织、按时保供、物流规划和金融服务

等配供配送等服务。业务模式主要分为自营和代理两种模式，以自营模式为主。自营模式可分为

统购分销和自营配送。其中：统购分销业务占比相对较高。在统购分销模式下，公司通过收集下

游客户的订单，整合不同客户所需产品的规模及规格，集中向上游供应商批量采购，后向下游客

户分销。采购前，通过预收下游客户定金的方式保证采购的产品及时实现销售，同时通过订单收

集锁定了下游销货渠道，有效降低了因商品囤积带来的存储成本及存货积压风险。在自营配送模

式下，公司根据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在产品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时采购，待价格回升后再行出售，

或者在存在差价时及时采购并迅速出货，以赚取购销差价。 

公司机电设备进口主要采用代理模式，为客户提供“资源供应、商务咨询、金融支持、物流服务”

四位一体服务。在该业务模式下，公司根据与下游客户锁定的采购意向，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将下游客户与上游供应商进行匹配，在收取客户足额的保证金后，代理客户向上游供应商采购，

并根据商品价格的波动及时调整收取的保证金，以对冲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b.基于贸工技一体化的机电及纺织产品供应链集成服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传统贸易主业的基础上，基于对行业的了解和对主流客户需求的判断，

逐步向相关产品上游延伸，建立起“贸工技”协同发展的一体化能力。其中“贸”代表贸易，“工”

代表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技”代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公司拥有完善的国内外销售网络,在

全球拥有 40 余家海外分支机构，客户遍及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截至目前，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 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 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1 个、国家级认可实验室 2 个，省级以上技术平台 10 个，高新技术企业 8 家，专利 417

个，其中发明专利 84 个。2019 年研发投入超过 3.1 亿元人民币，公司所拥有的科技平台、研发能

力、研发投入位列同类公司首位（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公司在海内外布局实业，纺织服装已实现

“六国制造”，拥有海内外实业工厂 30 余家，公司 2019 年实业产值超 48 亿元人民币，在同类企

业中位居前列。 

（2）先进制造主要包括船舶制造、汽车零配件、服务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务。引进国外先进的设

备及工业流程，结合国内优势的资源优势，形成竞争力。在汽车零配件板块，通过并购德国工业

4.0 工厂 ISH，进入高端汽车零配件制造领域。该工厂在德国为宝马、奔驰、奥迪、大众等供应汽

车门铰链的同时，将德国工艺及标准引入国内建立工厂，实现德国先进技术与国内的优势资源优

势的整合，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在船舶制造板块，参与重整的新大洋船厂在全球散货船制造领域



具有较强竞争力，产供销一体化，生产效率和能力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3）工程承包业务主要包括以光伏发电工程、风力发电工程、水利发电工程为主的能源工程承包

业务，以及以污水处理厂工程、土壤修复工程、垃圾焚烧工程为主的环保工程承包业务。该业务

由所属业务公司作为承包方，承担工程整体或部分的建设、安装、调试等工作，竣工后移交至业

主方。 

3.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度，全球贸易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国际贸易摩擦趋于阶段性缓和。国内经济继续面临各种

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和“三期叠加”风险，下行压力较大。公司所属行业具体情况如下： 

（1）供应链集成服务 

供应链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行业，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因其服务的产业链及其产品供应链环节的

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2017 年 10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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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国务院首次就供应链出台全面部署指导性文件，指明以供应链与互联网、物

联网深度融合为路径，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打造大数据支撑的智慧供应链体系，提升我国

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导意见》强调了供应链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了“到 2020 年将培育 100 家

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的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发展“现代供应链”，党中央、国家对供应链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2018 年 10 月 19 日，商务部等 8 部门评选出了全国 266 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

业，技贸公司名列其中。供应链服务作为一个新的业态，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层面对供应链行业发展的重视，这个行业将从政策扶持、营商环境等诸

多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春天，重点产业的供应链竞争力将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将成为全球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 

（2）先进制造 

根据国家相关报告显示，2019 年度，我国工业增加值为 317,10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7%，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41 个工业大类的行业当中，20 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同比回升。 

2019 年度，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实现跃升。高端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飞机

等科技重大专项，存储器、柔性显示屏量产实现新突破。先进制造业总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 

（3）工程承包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度，全社会工程建筑业增加值为 70,904 亿元，较上年增长 5.6%。



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工程承包企业利润 8,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其中国有控

股企业 2,585 亿元，增长 14.5%。工程承包行业呈现继续稳定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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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058,062.152497 4,271,922.243916 -5.01 4,131,758.5 

营业收入 8,436,525.46397 8,195,887.512133 2.94 7,408,57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085.966064 45,547.019034 -3.21 35,80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882.34 44,797.82 -15.44 23,39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2,458.132266 442,281.735509 9.08 399,18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3,357.12671 322,365.754346 6.51 416,84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5 -2.86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5 -2.86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52 10.84 减少1.32个百分点 9.3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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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455.82 2,144,013.70 2,337,666.19 2,081,38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68.71 14,157.82 18,454.59 3,10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396.35 13,581.03 17,015.16 -11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6,021.98 -62,918.52 111,215.55 149,0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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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5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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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303,521,199 23.23 303,521,199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0 181,948,763 13.9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0 122,105,200 9.34 0 质押 60,000,000 国有

法人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0 52,790,346 4.04 0 托管 52,790,346 国有

法人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0 45,248,868 3.46 0 托管 45,248,868 国有

法人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

限公司 

0 40,000,000 3.06 0 质押 20,000,000 国有

法人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15,082,956 1.1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0 15,082,956 1.15 0 无 0 国有

法人 

郑州国机精工发展有

限公司 

0 15,082,956 1.15 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0 15,082,956 1.15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机集团、国机重工、国机资本、国机财务、常林有限、国机资

产、国机精工、福马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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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在“以供应链集成服务为主体,以先进制造和工程承包为两翼的国际化企业集团”

的总体定位指引下，坚持稳中求进主基调，加快推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持续夯实平台赋

能、组织赋能和人才赋能，增强公司发展内在驱动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1.推动供应链运营业务转型升级 



大宗商品和机电设备进口业务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供应链集成服务商，积极推进战略落地与持

续升级。一方面持续深化国内市场商品品种和国际市场布局多元化，积极拓展“三国贸易”，加快

打造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国际贸易供应链整合能力，构建国内外资源融通和贸易服务新优势，在运

营周期大幅缩短、市场价格低位震荡下行的态势下，实现规模不降反升，保持千万吨级以上运营

体量；另一方面以“达天下”设备进口服务平台为载体，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巩固了全

国最大的机电设备进口商地位，成为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先锋。2019 年机电进口开证突破 40 亿美

元，进口实现 15%快速增长，各类大宗物资运营总量突破 3600万吨，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第二届进出口博览会签订了超过 1亿美元的高端设备采购合同。 

贸易与服务是公司传统优势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步向相关产品上游延伸，并建立起“贸工技”

协同发展的一体化能力。在国内经济下行、世界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等背景下，公司从全局谋划，

积极转变发展理念，以客户为中心，围绕主流客户配置资源、优化组织架构、强化产品创新。机

电板块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增加科技附加值提升品牌竞争力。公司下属企业五金公司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参与起草的 5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现在国标领域的零

突破，佳孚洗车机全年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 631%，自主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动力机械“FIRMAN”

品牌出口占该产品出口比例超过 85%，全年出口 60 万台，出口规模同比增 20%。在非洲主力市场

建立发电机售后服务体系，带动配件销售超 1千万美元。光纤业务 2019年逆势上扬，实现出口超

3千万美元，规模利润增长率均超过 60%以上。纺织服装板块围绕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着力实施优

客户一体化发展战略，拓展“六国制造”，加强实业能力体系建设，加快供应链重塑与布局，提高

美国订单海外生产加工的比重，对冲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同时，积极推进市场布

局多元化。在深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开拓新市场和国内市场，持续提升非美市场比重，通

过开拓非洲、欧洲、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非美市场，分散业务国别过于集中的风险，优

化全球市场布局取得新进展。“伊顿纪德”校服业务继续稳固中国校服品牌行业领导地位，以“深

内涵，强管理”为主线，持续深化品牌管理、合规经营、风险管控，累计为 3400 多个学校提供校

服系统解决方案，近三年同比稳健上升近 20%。 

2.提升工程承包业务运行质量 

工程承包板块持续深耕重点市场，抓好项目履约，2019 年中标签约、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再创新

高，实现了内外开花。在国内，围绕“长江大保护”，主动对接三峡集团，连续斩获芜湖城南、九

江鹤问湖两座污水处理项目，为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继续深耕优势市场，宁波、南京、六

安等市场连续中标，其中南京江北新区北部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合同金额超 1.8 亿元，南京



首座同时也是目前梳理能力最强的餐厨垃圾处置终端准时投产，树立了固废处理的一面旗帜，增

添了发展动力；推进市场开发模式创新、加强与外部机构的战略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的方式开发新市场新业务，成功签约湖北利川污水处理厂和南宁埌东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项目。

在国外，紧跟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强势趋势，顺势而为。2019年在越南光伏电站提前并网发电同

时，又成功开发执行越南格桔 62MWp、金兰 64MWp、菲律宾圣米格尔 82MWp光伏电站 EPC工程，捷

报频传，实现了高质量履约完成和新接订单双丰收。 

3.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效能 

2019 年是公司的“严格管理年”。通过严格管理推动公司提质增效发展。一是专项工作精细化。

精心优选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全面开展资产清查，排查隐患；持续加强“两

金”管理，深入摸排亏损企业现状，压实责任。强化投资预审功能，从严把关。复盘近五年投资

项目运营情况和投资效益，分析原因，提出投后管理改进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压减管理层

级，瘦身健体，减低管理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二是风险防控体系化。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

流程管理，风险管控的体系化建设进一步优化。三是议题督办常态化。对过往一年多以来的议题

逐项梳理，并按照审批权限进行跟踪，督办责任部门落实，形成闭环，提升决策执行力。四是加

强管理制度化。先后制定了涵盖担保管理、费用管理、期货业务、内部审计、投资后评价细则等

多项制度，为堵塞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升级公司文化体系提升软实力 

对于体量超 800 亿元、员工总数超 2.2万人的苏美达来讲，企业文化对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2019年，公司大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一是升级公司文化体系。结合新形势下公司

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成立了企业文化领导和工作小组，通过深入研讨、广泛征求意见等多种

方式，对公司文化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归纳提炼和丰富完善，集聚智慧、精心打磨，形成了新版

的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为苏美达下一步可持续健康发展构建了精神内核、注入

了源源动能。二是着力打造幸福苏美达。公司用心用情用力，举办了首届亲子嘉年华、乒羽联赛、

歌唱比赛、健步走等系列大型活动。开展自强感恩、主题知识竞赛等特色活动，丰富员工文化生

活，广受员工欢迎和好评。通过发挥党工团合力，公司总部与子公司上下联动，践行了关爱员工

的幸福苏美达理念，为提升公司凝聚力起到了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三是颂扬有为奋斗者。深入

挖掘“两优一先”“六种人”的先进典型，深入开展“身边的榜样”系列主题宣传，并在年度评比

中首次设立攻坚克难、担当奉献特别奖项，以此弘扬奋斗精神，展示榜样力量，激发正能量。同

时，做强微信等宣传平台，策划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讲好苏美达故事、传播苏



美达好声音，鼓舞全体苏美达人奋勇前行，向着梦想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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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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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集团公司）、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和

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等 176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

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