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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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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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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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通快递 股票代码 00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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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泉 余志强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598弄25号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598弄25号

电话 021-60376669 021-60376669

电子信箱 ir@sto.cn ir@sto.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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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1,391,649.42 6,642,206,094.38 4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2,478,548.69 867,495,123.22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82,152,713.67 829,756,937.31 -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3,013,205.35 356,682,727.94 12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0 0.570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0 0.57 -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3% 9.3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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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8,114,837.80 11,865,724,097.93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61,212,509.40 8,502,309,643.78 0.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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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德殷德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0% 457,709,848 457,709,848

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6% 365,175,118 365,175,118 质押 292,417,906

陈德军 境内自然人 3.38% 51,675,345 43,424,223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 48,381,600 质押 43,600,000

谢勇 境内自然人 2.90% 44,430,919 44,430,919 质押 44,430,919

陈小英 境内自然人 2.65% 40,568,472 40,568,472 质押 10,557,733

上海磐石熠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39,561,777 39,561,777

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38,716,981 38,716,981 质押 38,716,981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38,344,491 38,344,491 质押 38,344,491

宁波旗铭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30,668,289 30,668,289 质押 30,668,2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上海德殷德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德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陈德军、陈小英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南通泓石投资

有限公司、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旗铭投资有限公

司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谢勇、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二者

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以上一致行动人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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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合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锦稳健私募基金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380,000股， 宋军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145,600股，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

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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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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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申通快递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根据《邮政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申通快递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及《申通快递三年行动计划》的总体安排和要求，以

“用心成就你我”的服务理念，以“团结、务实、开拓、创新” 的企业精神，以2019年重点工作计

划为重心，全方位开展聚焦业务发展实现市场的重大突破，聚力提质增效坚决保证质量稳定

和效益提升，强化省区管理，全面打造规范、标准、有执行力的省公司，整顿末端网点必须形成

全国网络一盘棋，持续推进基础建设打造申通稳定运营平台，大力发展云仓项目新业务推进

要有实质性突破，加快技术升级步伐全面推进数据申通建设，从改革人才结构入手，实现总部

机关职能的彻底转变等方面工作。

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2019年上半年， 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约30.12亿件， 同比增长

47.25%，市占率10.85%。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7,139.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8.62%；实现利润

总额110,323.3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247.85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4%。

（一）持续推进基础建设，打造稳定的运营平台

随着转运中心直营化步伐加快，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加大了运营平台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和速度，虽说平台保障能力与以往比有了大幅提升，但随着2019年增量计划的实施，给

平台的承载能力也带来挑战。2019年，公司围绕全网每天处理3,500万单的产能需求目标，统一

规划、科学布局、加大力度、加速建设的思路，持续推进运营平台能力的建设和完善，着力打造

智慧物流运营处理中心。其中，硬件是基础，科技是核心，公司将全面进行老旧设备的更新换

代，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用技术弥补场地产能不足，用效能解决分拨压力问题。2019年，公

司将通过建设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武汉、长沙、成都等重点城市的转运中心，力争在

2019年底全国运营平台的吞吐能力取得阶段性成果。截止报告期末，全网共有转运中心68个，

自营转运中心60个，自营率约为88.24%。

干线及路由方面，公司继续优化进港、出港路由标准体系，其中干线运输全部采用集约化

模式，最大化的降低运输成本，让利给末端网点。截至2019年6月，公司开通干线运输线路2,800

余条，较2018年同期增长26.22%；公司开通路由达到13,200余条，较2018年同期增长39.82%。

干线运输车辆方面，公司共有干线运输车辆5,200余辆，其中直属于杭州申瑞的车辆数为

3,650余辆，干线运输车辆自营率为70.26%；在车型方面，公司共有13.5米以上的干线运输车辆

2,500余辆，其中直属于杭州申瑞的车辆数为1,980辆。

（二）聚力提质增效，保证质量稳定和效益提升

2018年，公司把“质量年” 作为主线，紧抓不放，通过一年的努力，公司的服务质量得到明

显提升，受到了客户和行业的肯定。2019年，公司通过增量工作，进一步推动质量的提升和改

进，并且要把服务的能力转化为效率和效益，提升服务质量是公司永恒的主题，增效是2019年

的重点工作。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重点是在基础管理工作上升级，作业规范化、规划科学化、考

核常态化、数据适时化，由人监管转向为用系统监管；树立效率、效益意识，即控制成本和获取

利润的意识，遵循以合理的成本获取最好的服务和业务量的原则。公司将继续加大服务质量

和效益提升考核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标准，力保2019年底有好的效益结果，以回报公司股

东。

报告期内，申通快递快件延误率、快件遗失率、快件破损率、客户投诉率、客户申诉率指标

情况如下：

单位：件/百万快递件

项目 计算公式 2019年1-6月 2019年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延误率

延误率=延误量/收派件

量*1,000,000

230 368 485 568 452

遗失率

遗失率=遗失量/收派件

量*1,000,000

97 164 115 108.6 100.5

破损率

破损率=损坏量/收派件

量*1,000,000

41 51 33 45 58

投诉率

投诉量（外部客户直接

投诉量）/收派件量*1,

000,000

107.41 143.04 256.68 202.28 195.34

申诉率

有效申诉量/收派件量

*1,000,000

0.04 0.1 1.17 10.83 14.64

（三）优化末端网点，形成全国网络一盘棋

网络是公司的根基，网点稳、公司稳，网点强、公司强，公司过去靠网点取胜，未来仍然靠

网点获胜。2019年，公司继续推进网点优化工作，做到网点与总部发展同步，政令能够在网点

畅通。公司将坚持“中转直营、网点加盟” 的管理模式，形成统一的管理。针对一些政令不通

畅、考核不达标，针对省公司及总部多次指导仍然没有改观的网点，总部要进行协调并进行必

要的调整，推动末端网点的经营体制改革，化解网点经营管理风险，进一步减少加盟环节，推

行末端扁平化管理，以保持网络的高度稳定，通过实现中转、网点“一盘棋” ，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2019年上半年，公司全网新发展独立网点680余个，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网共有独立网

点数量达2,900余个。2019年上半年，公司全国四级行政单位（街道、乡镇、团场等）覆盖率达到

72.00%，较2018年同期增长6.00%。

为进一步提升快递的派送时效，2019年上半年， 公司研究部署扩大末端二派总体覆盖范

围，通过二派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末端快递的及时流转，减少了不必要的到件积压，提升了快

递的签收时效，改善了公司的服务质量。同时，在派送过程中，公司业务人员会根据客户要求

及实际情况进行多元化的“最后一公里” 派送，比如送货上门、智能快递柜自提、合作便利店

代收等多种末端方式；截止2019年6月30日，二派网点业务量占比达76.01%。接下来，公司将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推行三派，进一步提升末端派送的频次和派送效率。

（四）加快技术升级步伐，全面推进数据申通建设

技术就是生产力， 是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 也是未来公司向科技申通转型的核心。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IT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基于云计算进行了系统基础架构的全面升级

即“All� in� Cloud” 计划，公司大力投入采购云计算、云存储、云服务，通过投入大量的技术人

员针对系统基础架构进行改造，以适应公有云及私有云相结合的混合云模式，实现系统的弹

性扩容、灵活调整、高可用性等特性，满足某些特定应用系统提供私有化、特殊化的运行环境

要求。公司基于阿里云的先进组件和云平台，搭建了自身的自动化运维平台、软件研发过程管

理系统、Docker管理平台、自动测试平台等系统，实现了基础设施体系质的提升，同时依托云

环境的高效及稳定，大大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实现了上半年无重大生产事故的目

标，为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上半年，公司重点推进了智慧运营系统项目的建设，智慧运营项目是打造公司智慧中枢

的重要环节。申通智慧运营系统的运用旨在通过梳理规范业务流程、打通信息孤岛、严抓数据

质量，通过数据驱动变革等办法实现作业标准化、管理系统化、业财一体化，通过整合与利用

先进的信息化成果，逐步实现数字化、科技化、平台化，全面实现以数据驱动业务、以数字主导

决策、以数字驱动变革，实现运输业务及操作标准化、运输路由智能化、运输结算精细化、运输

过程监控智能化、运输质量及成本考核透明化。目前，公司智慧运营系统一期已上线运行，主

要完成了运力业务相关操作线上化、运力/中心操作标准化、路由管理线上化、运力费用结算

系统化等功能，达到了预期的系统运行效果。

（五）多元化产品融合发展、打造申通综合服务能力

1、国际业务产品

在国际业务产品方面，目前，公司主要有国际小包、国际邮政包裹、海外仓等业务，累计开

拓了超过62个海外网点，国际业务服务地区已经覆盖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日本、韩

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申通国际已经在美国、澳洲、德国、英国、日本、韩国拥有海外仓配

服务能力，开通了中东专线、日本专线、韩国专线、台湾专线、香港专线及澳门专线，力求打造

价格优惠、时效稳定的专线产品。公司开发的国际下单小程序“申通国际快递” 上线，支持已

开通海外网络国家网点区域客户在线下单，一单到底，全链路申通轨迹至国内派送。2018“快

递之夜” 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年会暨快递行业颁奖典礼，斩获2017年中国快递行业最佳国际发

展奖。

2019年7月3日，英国伯明翰仓配转运中心启用，7月10日，美国纽约仓配分拨中心启用，7

月15日，美国洛杉矶仓配分拨中心启用。预计未来，公司将加快全球快递网络搭建速度，为包

括eBay、菜鸟、wish等客户提供定制化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未来申通快递将加快全球快递网络搭建速度，按照公司的战略部署，积极发展全球干线

分拨运营体系，结网成型后将重心转向运营，并整合各项资源、备战未来。

2、仓储业务产品

在仓储业务产品方面，公司致力成为专业的第三方仓储物流供应链服务商，专注为电子

商务行业提供仓储、包装及配送管理一站式服务。目前，公司仓储业务的主要服务对象为电子

商务经营中有仓储、加工、配送需求的商家，其中包含但不限于电子商务中平台类企业、平台

内运营商家、及独立B2C企业等。

公司于2017年12月收购上海申通易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物流” ）并对其增资，其

主营业务为依托申通快递的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仓配一体化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提供标准

化及个性化的服务。易物流下设一个昆山分公司，在华东等地设有仓库，营业收入主要为仓

储、快递、运输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易物流主要以仓配服务为主线，IT技术为工具，供应链金

融为加速器，汇聚实时商业大数据，并将业务领域拓展至快运板块，力争未来五年建成百亿规

模的综合型供应链服务提供商。接下来，公司将加快整合加盟网点公司的资源，继续扩大仓储

规模，全力打造“申通云仓” 品牌。2019年1-6月易物流订完成单量约1,359.65万单,同比增长

38%。

公司按照枢纽自建、网点加盟、第三方合作的模式，快速进行复制，建成以中心仓为支点，

中小仓相结合的仓配网。公司总部做到在人才上、资金上、领导精力上向以云仓为重点的新业

务倾斜，以保证“1+3” 战略的真正落地。此外公司继续完善与云仓相配套的相关政策，基于以

满足客户需求、帮助客户降本增效的宗旨，公司针对多元化的客户制定个性化的政策及解决

方案，以确保新业务推行取得新突破。截至6月30日，已开始运营的仓有：上海、江阴、金华、成

都、广州、重庆、嘉兴、湖州等仓，仓储面积共计约7万余平米；目前，正在建设及计划开仓城市

有：昆明、武汉、温州、福建、京津冀、西北等地，预计到年底，申通快递云仓总面积可以达到20

余万平方米。

3、冷链业务产品

在冷链业务产品方面，公司主要提供冷藏、冷冻仓储并提供冷链当日配、次日配、隔日配

等供应链服务，冷链成为公司重要的战略发展布局之一。2017年4月，申通有限设立全资子公

司上海申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雪” ），主要定位仓储、运输、配送（B2B、

B2C）三类业务。冷链服务可以细分为：入库检测、入库分拣、抄码、存储、装卸、贴标、包装、全

程监控、倒柜转运、全程可溯、物流配送、独立存储、实时数据查询和换证等服务。冷库仓储方

面，平均库存SKU达693余个，库存利用率71.5%，平均日入库量2,370余件，库存准确率为98%。

配送方面，总发货车次2,501车次，配送区域分布为上海市配95%、华东区域4%、其它1%，配送准

确率达98.9%，客户投诉0.1%。2018年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申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已成

为“上海市物流协会会员企业” 。

2019年6月15日，砀山申雪仓储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开始试运营，主要仓储当地黄桃、油桃

等水果，截止到6月30日，总入库吨位451吨、出库196.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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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和《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按照上

述要求，公司将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少230,319,101.74元，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230,319,101.74元。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

进行调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

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型。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对本期和期初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

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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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新设立全资孙公司扬州通承快递有限公司 、简阳森彤实业有限公司、辽宁瑞

德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荆门得泽快递有限公司、福建瑞丰快递有限公司、湖南得泽物流有限

公司 、广西得泽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贵州得泽快递有限公司 、常州市智网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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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午1时在上海市青浦区北青

公路6598弄25号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德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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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6598弄25号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邱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为

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

形，亦不存在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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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申通快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61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292,148,50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6.4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4,799,999,937.15元，

扣除承销费、验资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132,869,902.6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

667,130,034.5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6

年12月16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16】第31-00009号的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申通快递）已使用

募集资金4,373,632,197.98元，其中向重大资重组交易对方陈德军、陈小英支付申通有限100%

股权的现金对价2,000,000,000.00元,募投项目使用资金2,373,632,197.98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为99,134,806.84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393,502,

546.01元。

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4,667,999,937.15

减：至本报告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373,632,197.98

其中：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14,371,018.86

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617,815,446.33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41,445,732.79

至本报告期末支付现金对价 2,000,000,000.00

加：至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用后） 99,134,806.84

其中：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99,191,111.5

其中：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募集资金手续费支出 56,304.6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93,502,546.0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

《管理办法》于2016年12月28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已与

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松江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凤起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青浦支行营业部于2016年12月26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

在该等银行开设了4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2017年7月30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务顾问海际证券分别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申

通快递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务顾

问海际证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务顾问海际证券分别与湖北申通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申通瑞丰快递有限公司、浙江正邦物流有限公司、杭州申瑞快递服务有限

公司、长春灵通物流有限公司、陕西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辽宁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漯

河瑞德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等银行开设

了9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

本格式无重大差异。自协议签署日至本年末，各协议签署方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形。

公司于 2018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新设三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原保存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专户账号为

31050110564400000033，用于“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技改与设备更新项目”“信息一体化

平台项目”和“运输车辆购置项目”的专项账户本息余额分别转至新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同时注销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设立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账号为

31050110564400000033的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原公司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与中天国富证券

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随之

终止。在募集资金余额转出后，公司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务顾问

中天国富证券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鉴于“运输车辆购置” 项目投资总额已达到该项目承诺投资

总额，公司注销以下募集资金专户，并将该项目节余资金用于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

开户银行 户名 账户 资金用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凤起路支行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77480188000069291

运输车辆购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青浦支行

杭州申瑞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31050183360000001790

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目前各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展，为

进一步提升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对部分募投项目在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

用计划进行调整，至此公司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河北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时签

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新增上海申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募投项目“信息一体化平台”的实施主体，至此“信息一体化平台” 项目后续将由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和上海申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实施。至此公司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上海申雪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独立财

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时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基于部分募投项目在实际执行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保障项目质量，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中转仓配

一体化及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同时，为了规

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结合目前各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对募投项目之一的中转仓配一体化部分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

整。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9002468 17,694.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松江支行 574903598710503 55,424.93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凤起路支行 77480188000069291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营业部 1001742229300034785 99,420.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10564400000033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787 3,521,706.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788 2,556,279.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889 21.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789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857 375,346.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791 245.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926 859.9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1790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3509 327.8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450000000852 7,246.6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95240078801800000264 18,787.7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95240078801800000265 182,809,797.3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95240078801800000266 204,026,763.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3136 13,423.39

合计 393,503,345.39

注：各募集资金银行账户期末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差异799.38元，主要系账户

开户时的存款金额。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投入的实际需要、现有资金周转等情况，以自筹

资金 441,445,732.79元预先支付了有关项目的所需投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441,445,732.7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关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7】第31-00006号），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7�年 3�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申通快

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8）。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6,79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437.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7,363.2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659.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4%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中转仓配一体化

项目

是 144,746.73

159,

405.73

27,

630.01

132,346.01 83.02 2019-12-31 注1 否

运输车辆购置项

目

否 51,713.27

51,

713.27

51,713.27 100.00 2018-01-01 注2 否

技改及设备购置

项目

否 33,540.00

33,

540.00

37.37 34,284.72 102.22 2018-12-31 注3 否

信息一体化平台

项目

是 50,000.00

22,

140.99

3,

769.72

19,019.22 85.90 2019-12-31 注4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280,000.00

266,

799.99

31,

437.10

237,363.22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280,000.00

266,

799.99

31,

437.10

237,363.2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基于部分募投项目在

实际执行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保障

项目质量，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

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中转仓配一体化及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具体参见2018年12月26日公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

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8年4月25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拟对部

分募投项目在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同时综合考虑当地的中转业

务的需求，公司对于募集资金项目分配额度拟做相应的调整，以通过部分资金额度的调配

来满足募投项目的建设进程，具体参见2018年4月26日公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8年4月25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拟对部

分募投项目在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同时综合考虑当地的中转业

务的需求，公司对于募集资金项目分配额度拟做相应的调整，以通过部分资金额度的调配

来满足募投项目的建设进程，具体参见2018年4月26日公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实施方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3月1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41,445,732.79�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41,445,732.79元。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16�年12�月 31�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441,445,732.79元,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关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2017】第31-00006号,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其他情况

注1：中转仓配化一体化建成后将提高申通快递的中转操作能力和运营效率，进一步优化

服务网络，提升运营效率，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快速增长的需求，但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故不

适用。

注2：运输车辆购置项目的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提升干线运输能力，提升专业化运营

水平，提高运输效率，无法直接量化其实现的效益。

注3：技改及设备购置项目是为了缓解中转处理压力，保障快递业务时效性的要求，、降低

人工成本，提高自动化、现代化水平的必经之路，但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故不适用。技改及设

备购置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34,284.72万元，超出投资总额744.72万元，超出部分系使

用该项目银行利息所致。

注4：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是为了以信息化为驱动，全方位提升信息利用能力，打造

信息生态链，但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故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468� � �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19-070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1、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自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行。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

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

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

执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 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以及2017年5月2日发布修订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未作具体说明的事项以财政部文件为准。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编制2019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会[2019]6号文件的编报要求，主要变

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

1、将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3、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

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4、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

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5、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并

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6、利润表中“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

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三类。

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

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

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在2019年开始按照2017年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

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

标。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

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所

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规定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等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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