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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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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贺青 执行董事 因其他公务 孔庆伟

1.3�公司负责人孔庆伟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精算师张远瀚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徐蓁女士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25,015 1,335,959 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090 149,576 8.4%

每股净资产

(

元

)

注

17.89 16.51 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14 43,313 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11 4.78 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33,153 124,438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9 3,751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89 3,752 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注

3.5% 2.7%

增加

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注

0.60 0.41 4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注

0.60 0.41 4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注

0.61 0.41 4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注

3.5 2.7

增加

0.8

个百分点

注：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

合计

(1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3,1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772,641,215 30.60% 0

无

0

境外法人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1,326,776,782 14.64%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284,277,846 14.1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05,642,439 5.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8,828,104 5.1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1,089,922 2.99% 0

无

0

其他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250,949,460 2.7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741,200 1.22%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251,652 1.03% 0

无

0

境外法人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868,387 1.01%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772,641,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72,641,215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1,326,776,782

人民币普通股

1,326,776,782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284,277,846

人民币普通股

1,284,277,846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05,642,439

人民币普通股

505,642,439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8,828,104

人民币普通股

468,828,10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1,089,922

人民币普通股

271,089,922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250,949,460

人民币普通股

250,949,4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7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741,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251,652

人民币普通股

93,251,652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868,387

人民币普通股

91,868,3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

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注：

1、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H股）的登记股东名册排列；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的账户性质。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 因联交所并不要求客户向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申报所持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

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规定，当其持有股份的性质发生变化

（包括股份被质押），大股东要向联交所及公司发出通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知悉大股东根据《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XV部发出的上述通知。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5、本公司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完成以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 将其持有的预备用于交换的共计112,000,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及其孳息作

为担保及信托财产，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并以“上海国资－中金公司－15国资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发布

的《关于公司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及公司股东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

的公告》。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季度经营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283.86亿元，同比增长5.4%。 其中：太保寿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928.52亿元，同比增长2.8%；太保产险注1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53.66亿元，同比增长12.7%。 集团实现净利润注

254.79亿元，同比增长46.1%。

注：

1、本报告有关太保产险数据为太保产险及其控股子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数据。

2、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太保寿险

报告期内，太保寿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928.52亿元，同比增长2.8%。 个人客户业务代理人渠道实现业务

收入861.16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新保业务174.42亿元，同比下降13.1%。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

(%)

个人客户业务

89,471 87,472 2.3

代理人渠道

86,116 81,937 5.1

新保业务

17,442 20,069 (13.1)

其中：期缴

15,523 18,953 (18.1)

续期业务

68,674 61,868 11.0

其他渠道

3,355 5,535 (39.4)

团体客户业务

3,381 2,840 19.0

保险业务收入合计

92,852 90,312 2.8

太保产险

报告期内，太保产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53.66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车险业务收入236.52亿元，同

比增长6.3%；非车险业务收入117.14亿元，同比增长28.2%。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

(%)

保险业务收入

35,366 31,394 12.7

机动车辆险

23,652 22,255 6.3

非机动车辆险

11,714 9,139 28.2

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集团投资资产13,077.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0%。 本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基于负债特性，

保持大类资产配置基本稳定，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82.6%，较上年末下降0.5个百分点；权益投资类资产占比

13.1%，较上年末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股票和权益型基金合计占比6.7%，较上年末上升1.1个百分点。 2019

年一季度，本公司投资资产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为4.4%，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4.6%。

集团投资资产投资组合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9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

较上年末占比变化

(pt)

较上年末金额变化

(%)

投资资产（合计）

1,307,780 100.0 - 6.0

按投资对象分

固定收益类

1,080,756 82.6 (0.5) 5.5

－

债券投资

575,006 44.0 (2.3) 0.7

－

定期存款

150,482 11.5 1.1 17.2

－

债权投资计划

149,646 11.4 0.5 11.6

－

理财产品注

1 115,101 8.8 0.4 11.0

－

优先股

32,000 2.4 (0.2) -

－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注

2 58,521 4.5 - 4.6

权益投资类

171,194 13.1 0.6 10.8

－

权益型基金

21,117 1.6 0.1 12.6

－

债券型基金

14,186 1.1 (0.1) (1.3)

－

股票

67,113 5.1 1.0 31.6

－

理财产品注

1 3,416 0.3 (0.3) (52.4)

－

优先股

7,777 0.6 - 0.2

－

其他权益投资注

3 57,585 4.4 (0.1) 4.0

投资性房地产

8,592 0.7 - 0.6

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其他

47,238 3.6 (0.1) 4.1

按投资目的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159 0.6 (0.4) (3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4,896 34.0 0.3 7.0

持有至到期投资

275,123 21.0 (2.1) (3.4)

长期股权投资

19,082 1.5 0.1 9.2

贷款及其他注

4 560,520 42.9 2.1 11.4

注：

1、理财产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银行

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

2、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存出资本保证金及保户质押贷款等。

3、其他权益投资包括非上市股权等。

4、贷款及其他主要包括定期存款、货币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保户质押贷款、存出资本保证金、归入

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

净投资收益率

(

年化

)(%)

注

4.4 4.2 0.2pt

总投资收益率

(

年化

) (%)

注

4.6 4.2 0.4pt

注：净投资收益率考虑了卖出回购利息支出的影响。 净/总投资收益率计算中，作为分母的平均投资资

产参考Modified� Dietz方法的原则计算。

四、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897 15,323 36.4

时点因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8,159 11,835 (31.1)

理财产品等投资减少

应收保费

24,675 12,063 104.6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4 2,379 (65.8)

投资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使用权资产

3,785 - /

新租赁准则影响

预收保费

7,364 16,384 (55.1)

时点因素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6,928 4,520 53.3

业务增长及时点因素

应付职工薪酬

3,326 4,972 (33.1)

时点因素

应付利息

311 585 (46.8)

应付债券利息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48 1,168 83.9

投资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租赁负债

3,431 - /

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综合损益

9,827 2,792 252.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分保费收入

227 1,092 (79.2)

业务变动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7,303) (5,016) 45.6

业务增长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损失

) 1,071 (795) (234.7)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波动

赔付支出

(33,945) (25,356) 33.9

满期给付及年金给付增加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500 1,648 (69.7)

摊回赔付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10,985) (8,023) 36.9

业务增长

利息支出

(968) (632) 53.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及资本补充债利息支出增加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32) (223) 93.7

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其他综合损益

7,179 351 1,94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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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 按照财政部的实施要求，本集团已

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上述新会计准则。 采用上述准则不会对本集团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4.6�偿付能力

本公司主要控股保险子公司季度偿付能力信息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cpic.com.cn）披露的相关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公司﹑公司﹑集团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寿险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太保产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及期货条例 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大股东 具有《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下的含义，指拥有公司股本权益的人，而其拥有权益的面值不少于公司有关股本面值的

5%

元 人民币元

pt

百分点

公司名称: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庆伟

日期: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1601�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19-015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6日在玉溪

召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2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 其中，贺青董事因其

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孔庆伟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表决。本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证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2021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并表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1601�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19-016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6日在玉溪

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永红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在经过董事会审议的基础上，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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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纪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枭凤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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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9,144,026.01 212,578,184.83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83,686.49 10,935,703.42 1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06,617.23 9,181,579.83 3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971,405.51 -35,970,918.92 3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16 0.0259 13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16 0.0259 1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1.2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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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552,539.36 2,016,030,614.54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7,613,946.74 859,680,864.88 17.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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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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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35.3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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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11,046,958.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694.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3,805.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221.10

合计

13,577,06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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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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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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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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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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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2.64% 179,940,000 0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5% 10,739,996 0

杨雅婷 境内自然人

1.77% 7,450,000 0

朱张土 境内自然人

0.89% 3,764,370 0

沈朔 境外自然人

0.52% 2,185,000 0

李令军 境内自然人

0.45% 1,900,700 0

郑小燕 境内自然人

0.39% 1,648,004 0

于学伟 境内自然人

0.34% 1,433,100 0

陈英 境内自然人

0.32% 1,370,500 0

质押

1,049,999

裘兴祥 境内自然人

0.31% 1,327,600 0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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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79,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940,000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10,739,996

人民币普通股

10,739,996

杨雅婷

7,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50,000

朱张土

3,764,370

人民币普通股

3,764,370

沈朔

2,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5,000

李令军

1,9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700

郑小燕

1,648,004

人民币普通股

1,648,004

于学伟

1,43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3,100

陈英

1,3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500

裘兴祥

1,32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所持股份无冻结情况，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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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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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卖出交易性

金融资产海通证券股票。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56.6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收到票据。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年初增长37.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

4.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38.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沙文园区二期建设投入。

5.应付票据较年初增长81.8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采购开具票据。

6.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4.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确认收入。

7.应付利息较年初增长37.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月计提公司债券利息。

8.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长148.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9.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长143.0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93.3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应付公司债券利息增加。

2.信用减值损失较年初增长33.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收款项增加。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2.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变动。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111.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收益增加。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3.6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8.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的税费及各项期间费

用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1.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卖出交易性金融资产海通

证券股票收到的现金增加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88.26%，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购买子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代扣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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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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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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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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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黄纪湘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20� �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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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698� � � �债券简称：18南方01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9年4月26日上午9:30。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126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黄纪湘先生。

（六）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七）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80,59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79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80,590,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939%，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0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简称“中小股东” ）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5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3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5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0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批准了《2018年年度报告》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二）批准了《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三）批准了《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四）批准了《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五）批准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批准了《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批准了《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80,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为：

同意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诗阳，杨波。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结

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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