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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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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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0年度不分配利润、不转增股本。该预案需提请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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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长投 600119 *ST长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嶔宇 景如画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35号 

电话 021-66601817 021-66601819 

电子信箱 shiqinyu@cjtz.cn cjtzdb@cjtz.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公司作为长三角投资公司旗下的唯一

上市平台，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被赋予了重大战略发展机遇。公



司业务分为现代物流、气象科技和其他产业投资三类。 

1、现代物流板块 

（1）世灏国际物流公司 

世灏国际作为中国高端及豪华汽车物流一站式服务商，向汽车原厂提供进口商品车报关、仓

储及物流运输服务，在豪华车物流领域有长年的运营服务经验。 

（2）长发国际货运公司 

长发国际货运以国际进出口海运货运代理业务为主营业务。具有一级货代资质、NVOCC 资质、

代理报关资质，并拥有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的 FMC 资质，以及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该公

司主要开展上海、青岛、张家港、太仓等口岸的进出口货运代理业务。 

2、气象科技板块 

长望科技（证券代码：835228）是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子公司。该公司

生产各式探空仪等高空设备和风速仪、长期气候站、自动气象站、遥测雨量站等地面气象仪器。 

3、其他产业投资板块 

（1）资源类板块 

2013 年 8 月，公司参与资源类产业，出资 4,800 万元收购安庆皖域矿业有限公司 60%股权，

并更名为安庆长投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铜矿、银矿地下开采、加工（选矿）；自产矿产品销

售，矿业信息咨询服务等。 

（2）金融服务板块 

2020 年 6 月，为进一步聚焦主业，优化业务架构，公司将所持长江鼎立小贷公司 30%股权通

过公开挂牌转让给长江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公司金融服务板块已无运营业务。 

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概况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日益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格局，伴随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电子商务的

兴起以及对成本控制要求的提升，物流行业开始进入整合阶段，从无序走向有序，各种新的业态

也开始涌现，现代物流也应运而生。 

现代物流是以电子化的信息平台和专业化的配送团队，在缩短仓储时间和配送成本的同时，

为企业提供金融担保等集成化的服务，现代物流融合了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

合型服务产业，已经成为了支持和服务于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 

（2）相关政策 



2016 年 2 月，发改委等 10 部委发布《加强物流短板建设促进有效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若干意

见》，提出支持重要港口、枢纽机场，重点推动建设一批专用铁路、公路进港项目；组织开展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推广公、铁、水联运；研究制定有关多式联运服务标准和规则，探索在重点行业

领域实行“一票到底”的物流服务。 

2016 年 3 月，交通部发布《交通运输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

规范公路收费行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

推动传统商业加速向现代流通转型升级。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绿色物

流、冷链物流、城乡配送。引导企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等。2017 年 8 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广

集装箱多式联运，积极发展厢式半挂车多式联运，有序发展驮背运输，力争 2017 年年内开通驮背

多式联运试验线路；大力发展公路甩挂运输；完善铁路货运相关信息系统，加强多式联运信息交

换。 

2017 年 12 月，交通部发布《交通运输行业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深入推进运输装备

标准化工程，提升货物多式联运换装设备、运载单元和装卸机械标准化水平。加强运输安全保障

能力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多式联运发展，以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为依托，推动运

输服务设施改善，组织模式创新，服务规则制定，提升服务质量；加强综合交通枢纽场站的集约

化建设，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场站设施“无缝衔接”。 

2019 年 2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的

通知》，通知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改革引领、创新驱动、

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道路货运服务体系，促进道路货运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2019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

首次提出“要把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善产业发展和投资环境的重要抓

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一招，以物流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加快推动提升区域经济和国

民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国家政策层面把物流行业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物流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研究制定 2021-2025 年国家物流枢纽网路建设实施方案，继续实施示范物流园

区工程，布局建设一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培育骨干物流企业，鼓励大型物流企业市场化兼

并重组；提高现代供应链发展水平。加快发展智慧物流；积极发展绿色物流。 



2020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14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

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促进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作出

全方位安排。《实施方案》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并举，重点聚焦企业主体、设施设备、

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 5 个关键环节，以及大宗商品物流、生产物流、消费物流、绿

色物流、国际物流、应急物流等 6 个重点领域综合施策。《实施方案》建议，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强化组织协调保障等方面提出综合

性保障措施，进一步优化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政策环境。 

公司通过在现代物流板块多年来的深耕细作，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和业务基础，在豪车物流特

别是超豪华车物流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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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96,851,375.38 1,335,258,023.20 -25.34 1,658,185,043.13 

营业收入 499,465,181.41 799,667,669.60 -37.54 1,026,181,338.9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495,472,328.50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871,375.66 60,469,139.18 -260.20 -674,250,54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1,501,959.30 -197,417,571.35   -680,174,80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7,371,220.51 202,004,516.09 71.96 139,016,80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648,205.73 63,543,913.16 -58.06 190,787,88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20 -260.00 -2.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20 -260.00 -2.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35 35.64 减少98.99个

百分点 

-1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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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59,345.32 120,368,240.97 118,195,457.66 178,942,1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36,743.40 -11,248,797.61 -8,654,882.74 -63,930,9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215,374.44 -18,074,726.57 -10,401,047.67 -64,810,81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44,992.51 33,570,288.84 -7,842,166.37 10,665,0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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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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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0 109,548,391 35.64 0 无 0 国有法人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11,009,181 3.58 0 无 0 国有法人 

顾沈晨 0 5,049,841 1.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九洲瑞盈控股有限公

司 

  3,072,400 1.00 0 无 0 未知 

孙雷民   2,400,0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梅   2,360,000 0.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海培   2,200,0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耀明   1,825,8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旻皎   1,510,0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锡珍   1,460,9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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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46.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687.1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5,734.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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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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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1 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2 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3 五六云（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4 上海长发联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5 上海长发货运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6 长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7 上海世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8 上海世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9 上海长望气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10 上海气象仪器厂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11 上海长利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12 上海群商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13 安庆长投矿业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本公司 2020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变更”和“八、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