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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1.2

股票简称

江西长运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600561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笑

王玉惠

电话

0791－86298107

0791－86298107

传真

0791－86217722

0791－86217722

电子信箱

dongsihui@jxcy.com.cn

dongsihui@jxcy.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3,533,946,350.53

2,999,142,928.97

17.83

1,874,989,67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38,666,004.09

763,803,688.26

9.80

668,759,30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9,742,756.08

353,744,367.42

-18.09

354,555,203.93

2,166,710,160.83

1,917,171,590.03

13.02

1,243,239,60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7,918,365.82

125,583,061.60

1.86

132,537,85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0,283,217.95

84,603,290.41

6.71

91,788,10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83

17.78

减少 1.95 个百
分点

1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8

1.47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8

1.47

0.61

总资产

营业收入

2.2

2010 年(末)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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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19,780

18557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
有限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报告期内增

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减

件股

数量

份数
量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深圳市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质
35.36

65,676,853

0

未知

3.50

6,500,000

0

未知

未知

2.75

5,104,249

50,000

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裕 25 号

未知

2.37

4,400,287

-121,606

0

未知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22

4,127,361

0

未知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未知

2.17

4,036,010

0

未知

未知

1.10

2,050,695

0

未知

严建新

未知

0.37

691,089

0

未知

姚丹

未知

0.36

671,920

0

未知

栾一乐

未知

0.36

668,398

0

未知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恒泰
一号

-172,000

押

32,800,0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及数量

65,676,853

人民币普通股

65,676,853

深圳市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5,104,249

人民币普通股

5,104,24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裕 25 号

4,400,287

人民币普通股

4,400,287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4,127,361

人民币普通股

4,127,361

4,036,010

人民币普通股

4,036,010

2,050,695

人民币普通股

2,050,695

严建新

691,089

人民币普通股

691,089

姚丹

671,920

人民币普通股

671,920

栾一乐

668,398

人民币普通股

668,398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恒泰一号

上述股东中，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于《上市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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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
100%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35.3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但经济增速放缓，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7.8%。
作为和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行业，道路运输业整体需求增长放缓，2012 年全国公路累计完
成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 354.30 亿人和 18468.44 亿人公里，公路客运量增速同比小幅
回升，旅客周转量增速同比则小幅回落。而从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状况来看，由于燃料、人工、
融资成本的增加，以及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的陆续投入运营、私家车普及等因素的冲击，
道路运输企业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面对复杂和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和竞争战略，强化成本
改善，推进枢纽站场资源布局和建设，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服务品质，提高管理效能，进一
步加强风险管控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公司运营情况整体良好。
全年公司共完成客运量 6,127.91 万人，完成客运周转量 661,131.95 万人公里，客运量和
客运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11.55%与 13.4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6,671.02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3.02%，实现利润总额 21,087.22 万元，较上年增长 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91.8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推进的重点工作如下：
（1） 完善枢纽客运站和物流基地资源布局与建设客运枢纽站场和物流基地作为客运业
务和物流业务的依托，是公司道路运输网络中的枢纽和重要节点，是公司重要的竞争性资源。
公司围绕高速铁路客运站点建设和区域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客运站场和物
流基地资源布局与建设，积极争取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2012 年 5 月，公司取得南昌西综合枢纽站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站位于南昌市红角洲片
区的火车高速客运西站站前北广场西侧，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南昌西综合枢纽站属《南昌国
家公路运输枢纽总体规划》建设的五个综合枢纽站之一，作为火车西客站功能的补充和完善，
起到将客流从南昌疏导至周边高铁无法到达区域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客运系统，
带动城市发展。
2012 年 9 月，公司取得位于东至新魏路、南至洛阳路隧道的南昌综合客运枢纽站建设
用地使用权。南昌综合客运枢纽站系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该枢纽站位于
南昌市主城区中心，毗邻南昌火车站东广场，与铁路、公交、地铁无缝对接，具备明显的区
位优势。2012 年该枢纽站场已开工建设。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取得位于抚州站前新区的抚州客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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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枢纽站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位于广昌县广昌路和昌厦公路交叉口的广昌客运中心站建设用
地使用权。抚州客运枢纽站建设项目系与向莆高速铁路抚州客运站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广昌
客运中心站系为即将开通的鹰（潭）汕（头）铁路提供配套服务，均将实现公路客运与铁路
客运的有序分流和转换衔接。
根据江西省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未来江西省将以南昌新港为龙头，围绕打造互
联互通的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大格局，重点建设南昌新港临港产业物流城综合
交通物流园。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已确定江西长运为该综合交通物流园中公路物流基地项目业
主单位。2012 年 10 月，公司与新建县人民政府就龙头岗公路综合枢纽物流基地项目签署《投
资框架协议》，协议明确项目主要用地位于新建县樵舍镇，其中第一期建设用地供地面积为
500 亩。《投资框架协议》的签署，保证了项目用地的落实，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物流业
务的发展空间。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亦于 2012 年 9 月竞得位于浮梁县洪源工业基地内
的土地使用权，将用于建设景德镇长运物流园，能较好地解决景德镇长运公司物流业务发展
需要。
（2）提升服务品质
公司坚持以旅客需求为导向，贯彻"坚守诚信，锐意创新，全心服务，奉献社会"的核心
价值观，通过在南昌地区施行"站队合一"的管理结构变革完善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坚持以
提供便捷服务为突破口，优化服务链管理和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2012 年公司顾客服
务管理实施《首问负责制》，健全以旅客为中心的营销机制，重视一线生产运营服务质量培
训和 QC 活动的开展，定期召开客户座谈会，努力提升旅客满意水平。
2012 年 2 月，在由江西省生产力学会、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评选的第一届江西企
业影响力课题调查评价活动中，公司荣膺 "江西最具影响力企业"。
2012 年 3 月，公司荣获由交通运输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颁发的"2012 年春运农民工平
安返乡（岗）安全优质服务竞赛先进集体"称号。
2012 年 6 月，公司被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授予"2012 全国交通运输业诚信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
2012 年 8 月，公司顾客服务中心、李红服务组被授予"2012 年度全国交通行业质量信得
过班组"称号；李红服务组还荣获 "江西省第二届十佳巾帼文明岗"称号。
2012 年 9 月，公司荣膺由江西省企业联合会、江西省企业家协会评选 的"2011 年度江
西省优秀企业"。
2012 年 11 月，公司入选由江西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2 年江西企业
100 强"
2012 年 12 月，在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评选的"中国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2012 年）"
中，公司名列第八位。
（3）强化成本改善
公司集中采购体系加大挖潜力度，提高车辆和保险集中采购的价格贡献，2012 年度车
辆集中采购节约率达到 10.5%，较上年增加 1.9 个百分点。
公司严格执行工效挂钩考核管理和成本考核奖惩制度，不断优化运输组织方式，改善车
辆技术结构和维护、保养、维修管理，强化成本对标分析，机务成本消耗施行定额管理，推
行技术降本和科学降本，通过成本倒逼机制，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公司进一步加大对可控管理费用等的控制。另外公司积极拓宽融资品种，调整融资结构，
采取多种措施降财务费用，2012 年 5 月，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券，发行规模为 2.6 亿元。公司严格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
融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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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推进道路运输企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公司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
制，实施安全生产"三级管理"模式，将安全生产目标与责任全面落实到人。2012 年是全国"
道路交通安全年"，公司组织开展了春运安全 40 天无事故、六月安全月、集中整治长途客车
专项整治等活动。公司加强安全监督，注重源头治理，重点做好重要节日、重要时期、重大
活动期间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对驾驶员的管理严把"准入关"和"安全监控关"，营运车辆严
格执行强制"二维制"和"二检制"，加强客运站场安全监督和现场安全管理，特别注意营运卧
铺车辆凌晨休息时段的安全监控。公司注重安全生产投入、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文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2012 年，公司实现的安全生产关键指标如下：行车责任安全事故率 0.008 次/车，责任
安全事故死亡率 0.005 人/车，责任安全事故伤人率 0.015 人/车。与 2011 年度相比，责任安
全事故率较上年有所下降，责任安全事故死亡率与上年持平,上述三项指标均远优于交通运
输部对于道路旅客运输一级资质企业的安全考核指标的要求。
（5）节能减排
公司重视科技创新，全方位开展技术性、管理性节能减排，推进节能项目实施和节能技
术推广。2012 年度公司万元营收能耗同比下降 0.4%。
公司节能减排技改项目《江西长运策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低碳能力提升工程》列
为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区域性资金管理项目。
公司对替代能源和新能源应用推广一直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报告期内，公司购入八辆
天然气客车，投入南昌至新余班线运营；控股子公司江西长运新余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引入
40 辆天然气公交客车为公众提供环保运输服务；控股子公司江西长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在
2012 年至 2013 年 2 月期间合计购入 115 辆双燃料出租汽车，在提升服务的同时，致力于节
约能源、减少排放，实施环境经营。
（6）非公开发行
2012 年 11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书面核准批
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南昌市客运枢纽站场和物流中心建设，
募投项目投产后，位于南昌市主城区中心的南昌综合客运枢纽站与位于南昌市昌万公路以
南、麻丘商贸城以西的南昌高新区客运站将实现与周边各种交通枢纽的无缝对接，能更好地
为上述区域的旅客运输周转提供服务；江西长运综合物流中心投产后将成为南昌市城市东南
地区设计条件优良、服务完善的重要物流中心，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物流业务奠定坚实基础。
公司客运和物流业务的核心经营性资源储备将获得增厚，公司市场竞争力将得到明显提升。
（二）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道路运输行业发展趋势
道路运输市场需求状况与我国 GDP 总量存在着高度相关性，我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未来的经济仍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这就使得道路运输市场的需求会随
着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增长。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到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55.8 万亿元，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7%。经济的增长将带动诸如工作、旅游、上学等
道路客运需求的增长，为道路旅客运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
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农村公路通车里程的快速增长都为道路运输提供了良
好的硬件基础和外部环境，这将使得道路运输的便捷性在未来得到更充分的提升，为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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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持续增长提供可靠的保障。
但另一方面，道路运输业也面临较大的压力与挑战。
高速铁路的运行对与高铁平行的道路运输线路造成巨大冲击；成品油价格的高位运行大
大增加了道路运输企业成本；私人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也使得自驾出行成为居民短途出行的
重要方式，给道路运输带来了不利影响。
2、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格局
道路运输行业的竞争除了来自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外，还面临不同交通运输方式
之间的竞争。现代交通运输包含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五种主要方式，这五种方式
在各自的领域内均具有一定的比较竞争优势，擅长于不同的运距范围和运送对象。以客运市
场为例，一般来说，运距在 400 公里以内的客运线路上，道路运输的灵活、方便、快捷等优
势更加受到乘客的青睐；运距在 400-1000 公里的客运线路上，铁路运输的安全、正点、舒
适更加受到乘客的青睐；运距在 1000 公里以上的客运线路上，航空运输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除了短距离的公交，超长线路的航空，在 200-800 公里旅客出行最为集中的空间距离中，公
路与铁路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
（三）经营计划
2013 年公司将进一步挖潜成本改善潜力，推进服务经营，巩固一体化协同的网络经营
优势，提升整体运营能力，从而面对竞争新要求，形成公司的竞争新优势。
2013 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242,450 万元，营业成本控制在 189,824 万元以内。
为保证上述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在 2013 年拟开展的重点工作为：
（1） 深入推进道路旅客运输一体化协同，提高长运品牌竞争力；
（2） 加快客运枢纽站场、物流、旅游等战略性资源的布局和建设；
（3） 优化以旅客为中心的营销体系建设；
（4） 完善顾客服务体系建设，提升顾客满意度；
（5） 严格安全管理，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公司安全生产的规范化管
理水平；
（6） 优化管理体系和内部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7） 加强管理费用集中管控，优化债务结构，严格控制期间费用；
（8） 推进车辆和保险集中采购的规范化管理，提高采购效率和采购节约率；
（9） 抓好枢纽站场和物流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促使投资项目进度平稳受控；
（10） 持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11） 加强公司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持续优化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水
平；
（12） 提升母子公司管控能力，推进长运企业文化体系建设；
（13） 优化公司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14） 倡导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创新对经营贡献；
（15） 积极实施环境经营，推进节能减排；
（16） 寻找适合投资项目，开展与行业内其他优质企业的多方位合作。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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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 2011 年度相比，公司 2012 年度减少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1 家。包括：
南昌旅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是该公司已进入清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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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和 2011 年度相比，公司 2012 年度增加了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4 家。包括：
（1）江西鹰潭长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增加的原因是公司收购股权。江西鹰潭
长运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共 1 家。
（2）江西长运传媒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增加的原因是新设成立。
（3）江西长运龙头岗综合枢纽物流基地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增加的原因是新设
成立。
（4）吉安县长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子公司，增加的原因是新设成立。

董事长：葛黎明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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