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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玮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丽秀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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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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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调整后

调整后

24,027,959,841.71

20,569,946,865.03

20,592,941,017.99

16.68%

1,263,228,586.24

994,858,883.86

987,383,058.69

27.94%

835,983,098.41

896,814,223.49

896,814,223.49

-6.78%

1,421,831,229.75

78,460,861.23

353,711,841.38

30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3

0.22

3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3

0.22

3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6% 上升 0.4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094,768,068.70

71,614,568,816.64

71,614,568,816.64

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490,694,515.64

36,561,011,876.15

36,561,011,876.15

2.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44,613,879.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801,488.5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2018 年 1-3 月金额为-277,014.91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元，2017 年 1-3 月金额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342,723,658.29 -1,423,884.01 元，变动原因主要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是本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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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3,122.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139,95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0,457.97

合计

427,245,487.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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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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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15%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3%

国有法人

6.03%

266,637,5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5%

249,573,960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20,916,289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2.04%

90,079,128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67,601,193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境外法人

0.57%

25,174,927

0.52%

22,790,565

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01,927,139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701,927,139

367,978,433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990,000,000

质押

326,049,874

质押

59,601,193

67,559,346

53,327,509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民生定增 1 号单一资 其他
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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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

数量

367,978,433

人民币普通股

367,978,433

266,637,546

人民币普通股

266,637,546

249,573,960

人民币普通股

249,573,960

220,916,289

人民币普通股

220,916,289

67,601,193

人民币普通股

67,601,193

53,327,509

人民币普通股

53,327,509

25,174,927

人民币普通股

25,174,927

22,790,565

人民币普通股

22,790,565

刘冀鲁

22,519,78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9,78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2,424,731

人民币普通股

22,424,731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民生定增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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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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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货币资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说明
详见下文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

9,656,540,176.45

16,131,119,850.56

-40.14%

不适用

14,441,978.09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4,960,997,092.22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134,884,557.88

447,173,258.65

-69.84%

4,798,619,622.40

3,003,959,574.30

59.74%

主要是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3,423,527,060.27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708,257,881.70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916,888,013.13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无形资产

8,713,971,100.74

6,662,097,473.89

30.80%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所致。

开发支出

787,415,174.28

585,212,743.77

34.55%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3,435,775,275.48

590,365,319.20

481.97%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说明。

以 公 允价 值计量 且 其
变 动 计入 当期损 益 的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保理款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商誉

主要是收回保理款所致。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所致。
本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

短期借款

13,756,135,135.88

8,585,129,399.63

60.23%

的长期借款总额，较上年度末增加
65.1 亿元，主要是增加借款所致。

一 年 内到 期的非 流 动
403,225,128.48

273,222,821.65

47.58%

同以上短期借款说明。

长期借款

2,207,275,849.49

998,287,835.19

121.11%

同以上短期借款说明。

预计负债

32,904,519.68

11,540,645.33

185.12%

主要是房屋租赁复原费增加所致。

1,038,355,025.58

537,090,946.18

93.33%

377,493,752.37

200,928,467.28

87.87%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库存股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资产评估增值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主要是公司回购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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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说明

（%）

主要是债务性融资产生的利息支出增
财务费用

176,602,774.38

12,455,153.87

1317.91%

加以及存放同业、结构性存款带来的
利息收入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5,901,142.33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64,918,049.55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收益

27,339,303.65

40,884,437.26

-33.13%

投资收益

78,542,106.10

154,714,007.26

-49.23%

344,586,171.96

40,485.09

851043.4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

主要是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以及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说明

（%）

主要是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减少、保理
1,421,831,229.75

353,711,841.38

301.97%

款收回以及其他经营净额流入增加影
响所致。
主要是理财产品现金净额流出以及取

-13,658,687,734.41

-2,530,803,146.36

439.70%

6,188,518,055.33

1,528,516,177.37

304.87%

筹 资 活动 产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值变动损益影响所致。

变动比例

投 资 活动 产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托贷款收益减少所致。
主要是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经 营 活动 产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助减少所致。

得子公司现金净额流出增加所致。
主要是借款增加，现金净额流入增加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及其进展已经在临时公告中披露，详见以下披露索引：

临时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内外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公告》
（2019-006） 2019/1/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19-008）
《关于收购敦豪供应链（香港）有限公司和敦豪物流（北京）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2019-013）
《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展公告》（2019-016）
《关于收购敦豪供应链（香港）有限公司和敦豪物流（北京）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2019-023）
《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展公告》（2019-031）

2019/1/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1/5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1/1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2/19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3/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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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告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2019-051）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2019-053）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的丹青二期投资基金募集完毕的公告》
（2019-059）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2019-060）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3/2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3/2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4/1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4/1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 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3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26）。
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 696,8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158%，最高成交价为 35.0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4.48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4,292,060.98 元（不含交易
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截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6,221,3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408%，最高成交价为 36.79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34.48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21,108,280.60 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截至 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1,010,7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92%，最
高成交价为 37.3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4.48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95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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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告期内售出

本期公允价值变 计入权益的累计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报告期内购入金额
动损益

股票

841,195,366.39

5,602,466.60

基金

111,596,029.54

16,000,000.00

金融衍生工具

公允价值变动

累计投资收益

7,004,014,715.11

323,298,523.97

合计

7,956,806,111.04

344,586,171.96

资金来源

713,462,111.51 自有资金

-84,233,599.49
14,023,656.48

-314,818.61

其他

期末金额

金额

365.32

135,096,394.86 自有资金

166,204.94

411,822.70 自有资金

11,254,575,239.17 6,864,751,606.59 40,518,989.24 7,737,172,657.98 自有资金
-84,233,599.49

11,268,598,895.65 6,864,751,606.59 40,685,559.50 8,586,142,987.05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19 年 3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2019 年 3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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