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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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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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0,415,360.23 元。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的未分配利润为 253,803,424.36 元。考

虑到公司未来战略调整和新业务布局可能产生的资金需求，董事会提议 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它形式的分配。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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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龙股份 6010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永直 许金龙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玉祁镇玉龙路15号 江苏省无锡市玉祁镇玉龙路15号 

电话 0510-83896205 0510-83896205 

电子信箱 zqb@china-yulong.com zqb@china-yul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钢管业务、新能源业务和大宗商品贸易业务。 

2019年，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转型进程，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持续改善公司业绩。一方

面，公司加大钢管业务的剥离力度，钢管产量及销量均大幅减少；处置新能源业务，严控经营风



险。另一方面，经审慎评估，结合国内外各类大宗商品的供需格局和政策导向，公司作出战略调

整，新增煤炭、天然橡胶、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未来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持续优化，公

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经营模式 

公司的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主要是围绕产业客户整合资源，通过对渠道的自主控制，实现产业

链上下游产品的流通。公司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下游客户的差异化需求，集中向上

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再销售给下游客户，以此获取合理的商业利润。 

目前，公司贸易业务已覆盖煤炭、天然橡胶、化工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类别，未来公司将

继续优化业务经营模式，不断拓展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力。此外，公

司通过加强对运输、仓储、交割、结算等关键环节的综合管理，降本增效，持续提升公司业绩。 

公司已建立稳定的供应渠道和销售渠道，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和供应商资源，通过与上下

游的深入沟通、密切合作，保障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持续稳定、做大做强。公司拥有一支深扎

大宗商品领域多年、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业务经营团队，能有效把握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和行业发展趋势，在现有业务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多元的风险管控模式，有效规避大宗

商品交易风险，以保证合理利润。 

3、行业情况 

（1）贸易行业 

2019年，我国贸易发展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态势。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 31.54万

亿元，同比增长 3.4%。其中，2019 年我国贸易出口总值为 17.23 万亿元，增长 5%；进口总值为

14.31万亿元，增长 1.6%；贸易顺差 2.92万亿元，扩大 25.4%，贸易顺差大幅回升。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完善的工业门

类和制造业基础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2）煤炭贸易行业 

    我国煤炭资源呈现出“生产地、消费地天然分离”的特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

供给向资源优势区域集中，煤炭跨区域调运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根据《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全国煤炭开发的总体布局是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

优化西部。预计到 2020年，东部地区煤炭产量 1.7亿吨，煤炭消费量 12.7亿吨，净调入煤炭 11

亿吨；东北地区煤炭产量 1.2亿吨，煤炭消费量 3.6 亿吨，净调入煤炭 2.4亿吨；中部地区煤炭

产量 13亿吨，煤炭消费量 10.6亿吨，净调出煤炭 2.4 亿吨；西部地区煤炭产量 23.1亿吨，煤炭



消费量 14.5亿吨，净调出煤炭 8.6亿吨。预计 2020年，煤炭调出省区净调出量合计 16.6亿吨，

煤炭调入省区净调入 19亿吨，主要由晋陕蒙等地调出，以及沿海沿江进口煤补充。由于煤炭跨区

域调运规模大，且运输过程中往往涉及多次贸易流转，煤炭贸易业务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3）天然橡胶贸易行业 

天然橡胶是一种世界性的大宗工业原料，具有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双重特性。产地主要集中在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少数亚洲国家和尼日利亚等少数非洲国家。 

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橡胶消费大国，自产的天然橡胶相对于消费量存在巨大缺

口，基本靠进口来补足。2019年中国天然橡胶（包括胶乳）进口量达到 245万吨，进口金额达到

33.73 亿美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天然橡胶产地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广东、广西和福

建等地区。我国天然橡胶生产量与消费量的不均衡、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逆向分布特点决定了我国

天然橡胶跨区域贸易流转的巨大市场需求。 

（4）化工品贸易行业 

化工品贸易与化工行业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化工行业的良好发展为化工贸易行业的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化工贸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化工品大量进出口需要专业化工跨境贸易商提供服务； 

我国化工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区域不均衡，使得国内化工品贸易流转需求较大； 

化工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将流转环节从生产企业剥离出来实现整体外包，继而推动贸易和第

三方物流的发展，成为化工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另一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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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216,859,088.83 2,834,113,135.65 -21.78 2,561,254,324.64 

营业收入 1,839,497,247.71 1,522,929,646.89 20.79 1,384,683,33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15,360.23 21,880,173.48 -6.69 79,677,88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837,730.73 -59,098,804.05 不适用  1,125,25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67,280,692.00 2,047,145,513.00 0.98 2,025,265,33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1,380,898.59 -89,225,970.58 不适用  190,158,95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6 0.0279 -6.81 0.1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6 0.0279 -6.81 0.1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9 1.08 

减少0.09个

百分点 
4.0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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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29,813.24 100,904,846.18 78,389,615.14 1,581,072,97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70,565.55 -401,861.40 -4,434,570.51 33,122,35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057,335.76 -5,647,923.52 -10,218,247.38 32,761,23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565,067.60 -54,868,291.45 -71,965,191.27 -907,982,3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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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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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厚皑

科技有限

公司 

203,621,858 203,621,858 26.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市知

合科技发

展有限公

司 

-203,621,858 187,920,000 24.00 0 
质

押 
187,9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冬香  7,850,025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禤新洲  6,913,966 0.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严慧  6,500,137 0.8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建岳  5,110,708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建明  4,000,000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凯  2,704,78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魏强 -766,803 2,70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根浩 320,000 2,590,0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厚皑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知合科技与上

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3、除厚皑科技、知合科技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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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3,949.7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6,728.07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83.77万元。 

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公司实现煤炭销售 1,583,954 吨，煤炭营业收入 76,428.71 万元；实现

天然橡胶销售 42,140吨，天然橡胶营业收入 53,518.17 万元；实现化工品销售 68,500 吨，化工

品营业收入 30,287.30 万元。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开展有效改善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钢管业务，公司实现钢管销售 15,677吨，钢管营业收入 10,736.83万元。钢管业务经营性亏

损主要系钢管业务销售额下降所致。 

新能源业务，天津玉汉尧 2019 年实现销售 327.68 吨，营业收入 3,847.15 万元。公司已于

2019年 5月将持有的天津玉汉尧 33.34%的股权转让于朗森公司。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天津

玉汉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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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 3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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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 5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

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应收账款 247,872,392.47 247,498,817.49 -373,57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77,643.40 6,571,037.15 93,393.75 

盈余公积 124,182,154.41 124,154,136.29 -28,018.12 

未分配利润 235,785,664.58 235,533,501.47 -252,163.11 

注：2019年1月1日公司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期初数的影响

调整至留存收益列报。2019年1月1日，公司执行新准则应补提坏账准备373,574.98元，调增递延

所得税资产93,393.75，相应调减留存收益280,181.2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应收账款 223,292,049.62 222,918,474.64 -373,57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59,194.97 5,152,588.72 93,393.75 

盈余公积 124,182,154.41 124,154,136.29 -28,018.12 

未分配利润 272,099,982.78 271,847,819.67 -252,163.11 

注：2019年1月1日公司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期初数的影响

调整至留存收益列报。2019年1月1日，公司执行新准则应补提坏账准备373,574.98元，调增递延

所得税资产93,393.75，相应调减留存收益280,181.23元。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9]6 号期初及上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

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4,752,729.68 
应收票据 6,880,337.21 

应收账款 247,872,392.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8,479,257.95 
应付票据 51,475,000.00 

应付账款 267,004,257.95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8,453,894.83 
应收票据 5,161,845.21 

应收账款 223,292,049.6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4,248,917.9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44,248,917.92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财政部要求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并根据财

会〔2019〕6 号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上交

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46）。 

2、2019年 9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

计准则和财会〔2019〕16 号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

产生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本次变

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新收入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预计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要求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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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列示：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上海钜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原能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 

天津玉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 

天津艾克凯胜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玉汉尧子公司） 股权处置 

宁夏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玉汉尧子公司） 股权处置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