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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0-014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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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

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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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股份总数 542,874,9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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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大控股 股票代码 0006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勉 谭卫 

办公地址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 号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 号 

传真 0518-85150105 0518-85150105 

电话 0518-85153595 0518-85153567 

电子信箱 ydkg@grand-holding.cn ydkg@grand-holding.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营的企业，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贸易、出口、仓储物流等业务，其中大

宗商品贸易业务的主要品类为石油化工、能源化工、金属、农产品、橡胶等；出口业务的主要品类为日用

品、小型机电产品等；仓储物流业务主要以大宗商品的仓储为主，同时提供报关报检、短途配送等服务业

务。 

公司的核心经营主体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从传统的现货贸易商发展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商，逐步形成期现结合的商业模式，即以大宗商品现货为

基础，以期货工具为手段，通过期现货有效结合，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增强客户粘性，拓展销售渠

道，并为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价值服务，获取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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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主要经济体后续增长乏力，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美国奉行的单

边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链的有效布局造成严重干扰，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各国尤其是发达经

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减弱，全球总需求不足也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国内在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出台了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局面。在去杠杆和去产能的周期内，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

程中，上游资源的集中度不断加强，各行业利润增长点都在向上游资源延伸，贸易行业面临较大的压力和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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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7,754,168,435.70 66,026,916,002.87 2.62% 101,525,281,0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154,970.30 47,669,479.86 254.85% -192,637,71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92,171.89 -280,178,251.30 109.78% -275,438,37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596,357.08 -1,081,083,318.99 131.88% -438,234,01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8 287.50%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8 287.50%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5% 1.86% 4.39% -7.0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6,853,027,863.56 6,956,391,419.33 -1.49% 9,004,970,78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4,967,999.37 2,585,341,759.02 7.72% 2,553,201,883.0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522,813,886.39 17,195,207,062.74 17,482,719,822.96 17,553,427,66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86,277.39 21,548,218.06 21,302,078.43 101,418,39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26,453.68 -30,489,305.53 54,072,374.54 -16,017,35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129,650.95 -325,784,256.25 388,160,570.29 537,349,6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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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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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72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24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远大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59% 209,522,100  质押 76,900,000 

连云港金控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06% 87,161,400  质押 43,580,000 

金波 境内自然人 2.21% 12,007,534 12,007,534 质押 5,074,518 

吴向东 境内自然人 1.99% 10,780,604 10,780,604   

许强 境内自然人 1.88% 10,191,677 10,191,677 质押 10,107,120 

宁波至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10,126,337 10,126,337 质押 10,126,337 

石浙明 境内自然人 1.49% 8,110,936 8,097,736 质押 3,422,181 

王开红 境内自然人 1.16% 6,280,427 6,183,727 质押 2,613,302 

许朝阳 境内自然人 1.06% 5,742,031 5,742,031 质押 2,426,638 

夏祥敏 境内自然人 0.81% 4,416,946 4,416,946 质押 1,866,6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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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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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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等不利因素影响，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低迷，全年

价格走势跌宕起伏。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核心经营主体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多年积

累所形成的企业优势，加强对主要经营商品的研究，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上下游渠道，

优化经营模式，将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向有优势的业务方向倾斜，适时、适当地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经营策

略，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营成果。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7.5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15.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4.85%。截至2019年底，公司资产总额为68.53亿元，较上年末减少1.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7.8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7.72%。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分享大宗商品产业链价值，不断探寻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延伸投资机会。

公司参与了东莞飞亚达寰球华吉润油脂有限公司股权出售项目的竞标，并最终与FGV Holdings Berhad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东莞飞亚达寰球华吉润油脂有限公司100%股权。东莞飞亚达寰球华吉润油脂有限公司

是集棕榈油的仓储、加工及贸易于一体的企业，公司通过本次收购，可以在现有自营棕榈油贸易基础上拓

展精炼、分提、加工业务、包装油与终端分销业务，为丰富从毛棕油进口到终端民用消费的全产业链模式

奠定基础；同时借助东莞飞亚达寰球华吉润油脂有限公司的仓储资源拓展油脂进口的中转和仓储业务。 

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贬值。公司严格执行既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根据

外汇业务的金额、结算方式及收付汇的时间等，对2019年度的外汇资产、负债的净敞口实行统一管理，通

过财务与业务的高效联动和外汇衍生品工具的合理使用，实现外汇风险对冲。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优化相关的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激励机制，在各业务板块实施了动态KPI

考核，使考核和引导更具有针对性，提高了各业务板块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精细化管理能力，引导公司经营

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在做好人才引进的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人才梯队建设，统一企业文化，增强企

业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对已启用多年的ERP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风

控水平；利用Hap中台在部分业务板块搭建客服平台，通过信息化输出内部管理能力，提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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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塑胶类商品贸易 7,522,226,857.80 7,392,598,381.33 1.72% -29.91% -30.31% 0.57% 

液化类商品贸易 27,314,047,555.38 27,009,083,709.56 1.12% 0.35% 0.10% 0.25% 

金属类商品贸易 20,298,698,006.23 20,131,091,989.10 0.83% 18.73% 17.89% 0.72% 

其他类商品贸易 8,140,943,291.48 7,894,471,649.42 3.03% 19.42% 17.9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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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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核心经营主体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多年积累所

形成的企业优势，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上下游渠道，优化经营模式，将资金资源和人

力资源向有优势的业务方向倾斜，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54.85%，其主要原因是2019年度公司根

据对主要经营商品的研究，适时、适当地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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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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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财会[2019]1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②执行修订后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和财会

〔2019〕9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和核算要求，相关修订适用于2019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本公司对公司管理层认为，前

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③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7.1.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7.1.3本公司以按照财会〔2019〕6号及财会〔2019〕16号规定追溯调整后的比较报表为基础，对首次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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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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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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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35户，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子公司2

户、减少子公司5户；详见下列明细： 

7.3.1、报告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远大油脂（东莞）
有限公司（曾用

名：东莞飞亚达寰
球华吉润油脂有

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7,644.25 万元 100% 收购 2019 年 9 月 取得控制 152,893,418.62 -4,938,319.74 

7.3.2、报告期，新设子公司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注册地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报告期营业收入 
报告期 

净利润 

沐坤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2019 年 07 月 05 日 1000 万美元 339,019,993.42 -6,422,468.94 

7.3.3、报告期，注销子公司                                                        单位：元  

名称 
归属母公司权益

比例 
注销日净资产 期初至注销日净利润 备注 

珠海横琴丙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6,069,418.12 -22,695.43  

成都湘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5,277,478.51 -1,880,660.02  

海南中源石化工贸有限公司 100.00% 58,341,900.03 3,047,542.28  

浙江朗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00% 65,905,477.24 -16,501,590.08  

宁波远信物流有限公司 70.00% 55,859,765.05 2,507,394.42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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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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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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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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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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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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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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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