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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0                                证券简称：飞力达                        公告编号：2018-057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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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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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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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力达 股票代码 3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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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镭 李娜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玫瑰路 999 号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玫瑰路 999 号 

电话 0512-55278563 0512-55278689 

电子信箱 dshmsc@feiliks.com Linda_li@feilik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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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46,040,562.70 1,420,705,769.01 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476,858.09 38,548,064.78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9,013,868.31 26,533,303.05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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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461,976.78 -49,031,415.41 21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3.75%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45,762,128.04 2,254,110,302.94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6,847,141.58 1,068,738,542.07 3.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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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亚通汽车维

修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6% 53,210,000 0   

昆山飞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6% 53,210,000 0 

质押 13,000,000 

冻结 2,370,690 

昆山吉立达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8% 47,443,625 0   

昆山创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8% 39,028,47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4% 8,549,250 0   

汪海敏 境内自然人 1.45% 5,310,200 0   

昆山市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6% 2,763,017 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49% 1,806,250 0   

李筱玲 境内自然人 0.42% 1,553,000 0   

黄长春 境内自然人 0.40% 1,456,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昆山亚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昆山飞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吉立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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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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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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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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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6,040,562.70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82%；实现营业利润60,923,898.92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22.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8,476,858.09元，较去年同期减少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946.30万元，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个自动化立体库正式上线，此举是公司顺应“智能生产”的时代趋势，对现有平库作业模式进行升级

改造，引入自动化仓储作业模式。利用立体仓库设备可实现仓库高层合理化、存取自动化，操作简便化，提高空间利用率；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运行，面向存储作业和跟踪管理的系统，实现实时质量跟踪管理、实时生产品种跟踪管理、实时配送跟

踪管理，实现在线一体化运作；产、储、配无缝链接把自动化立体仓库与整个企业的生产系统集成在一起，形成企业完整的

合理化物流体系，全面提升公司的物流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4月20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考虑到公司2017年的

经营情况和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公司2017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余额

结转入下一年度，留存资金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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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本公司投资额 本公司股权（表决权）

比例 

本公司股权（控制权）

取得的方式 

香港鸿智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78万港元 78万港元 100.00% 投资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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