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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指导、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的“沟通促发展 理性共成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

将本次活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网上互动交流

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下午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张禾阳女士、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冯宇先生、财务总监吴锡群

女士将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有所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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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郭信平先生关于其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以及再质押的通知，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郭信平 是 23,100,000 7.99% 3.10% 2018-5-2 2019-10-28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郭信平 是 8,000,000 2.76% 1.07% 2018-10-17 2019-10-28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31,100,000 10.75% 4.17%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郭信平 是 31,100,000 10.75% 4.17% 否 否 2019-10-29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

慧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31,100,000 10.75% 4.17%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郭信平 289,264,422 38.82% 185,848,316 216,948,316 75.00% 29.11% 96,187,392 44.34% 0 0.00%

合计 289,264,422 38.82% 185,848,316 216,948,316 75.00% 29.11% 96,187,392 44.34% 0 0.00%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郭信平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103,119,267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5.65%，占公司总股本的13.84%，对应融资余额为72,124.88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8,9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3.08%，占公司总股本的1.2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控股

股东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3、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

性影响。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证券” ）是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 或“公司” ）2018年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合称“保荐机构” ）。2018年1月15

日，中航电子完成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发行上市工作。

中信证券、 中航证券作为中航电子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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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于2019年10月22-23日对中航电子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检查人员、日程安排

本次现场检查时间为2019年10月22-23日，现场检查人员为王凯、张明慧、马伟、黄凯、董

铮。

（二）现场检查方案及内容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2019年1月以来的信息披露文件、“三会” 文件、内部规章制度

文件、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与公司管理层就航空军工行业发展态势和公司经营情况进行了

交流，关注了中航电子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三会” 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与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

外投资和生产经营等情况。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中航电子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及其

他公司治理制度和文件，审阅了本持续督导期间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决议和其他会议资料。同时，现场检查人员还查阅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沟

通交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且得到有效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内部控制环境良好，风险控制有效。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三会” 文件、会议通知、会议议案、会议记录进行了检查，通过与

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并查阅了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及其支持文件。现场

检查人员还查阅了公司的半年报、季报以及其他临时性公告依托的内部资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

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中航电子关联交易的制度文件， 查阅了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往来

情况，并与中航电子财务人员进行了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

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开户情况、募集资金的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并

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募集资

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一致。2019年1月以来，中航电子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相关制度、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信息披露文件，查阅了公

司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外担保合同，访谈了公司相关管理人员。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已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权限和决

策机制进行了规范，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中航电子所涉及相关行业的研究报告和公司的经营数据， 同时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了解近期行业和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经营模式、经营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管理

状况正常。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中航电子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

况和经营状况等重要方面总体运行良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相

关要求，不存在重大问题，无须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中航电子相关人员能够积极配合现场访谈和资料查阅，并及时

提供检查所需资料，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本次现在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对中航电子

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中航电子

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三会” 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等方面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经营情况良好。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张明慧 孙鹏飞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杨滔 马伟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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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山 董事长 其他公务 马振波

赵强 董事 其他公务 马振波

何红心 董事 其他公务 陈国庆

赵燕 董事 其他公务 周传根

宗仁怀 董事 其他公务 文秉友

黄宁 董事 其他公务 文秉友

1.3�公司负责人雷鸣山、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詹平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王艳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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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572,816,740.64 295,496,988,645.53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177,080,203.65 142,203,409,150.12 2.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24,598,003.86 28,090,292,854.70 -6.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8,084,126,839.73 39,065,587,329.71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32,682,996.67 17,922,424,042.78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89,466,775.09 17,239,067,217.45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0 12.91 减少0.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06 0.8147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06 0.8147 -0.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976,538.61 16,9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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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90,000.00 27,7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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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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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15,265.50 610,671,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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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742.05 -45,993,422.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562,529.48 65,110,191.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76.63 -4,793.56

所得税影响额 -10,237,245.73 -14,373,895.38

合计 -121,576,561.82 643,216,2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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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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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2,742,229,292 57.92 0 质押 1,821,300,00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55,122,055 5.71 0 未知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988,076,143 4.49 0 未知 其他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880,000,000 4.00 0 无 国有法人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879,466,000 4.00 0 质押 440,000,000 国有法人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7,769,904 3.99 0 质押 68,251,023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7,980,472 2.99 0 未知 其他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

利两全保险产品

420,000,000 1.91 0 未知 其他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594,750 1.19 0 未知 国有法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250,000,000 1.14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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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2,742,229,292 人民币普通股 12,742,229,2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55,122,055 人民币普通股 1,255,122,05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988,076,143 人民币普通股 988,076,143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8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0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79,4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9,466,000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7,769,904 人民币普通股 877,769,90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7,980,472 人民币普通股 657,980,472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全保险产品 4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00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594,750 人民币普通股 261,594,75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2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 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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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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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较上年度期末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1、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33.59亿元，增长127.90%，主要系汛期公司发售电量较多且电费

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6.94亿元，下降57.41%，主要系短期投资减少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130.43亿元，增长60.70%，主要系权益法核算投资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107.89亿元，增长84.95%，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127.98亿元，下降83.66%，主要系偿还到期债务

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69.99亿元，增长107.74%，主要系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7、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减少134.00亿元，下降38.69%，主要系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8、债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余额变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了重分类与重新计量所致。

（二）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1、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7.15亿元，主要系大型水电企业增值税返还政策2017年底已

到期，剩余款项已于2018年收回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0.13亿元，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0.05亿元，主要

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本期计提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从“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至

“信用减值损失” 科目列报所致。

（三）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1.16亿元， 主要系本年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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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月19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中国长电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电国际” ） 为平台与关联方中国三峡集团全资子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江环保集团” ）未来设立的境外投资平台以投资成本+年化5.5%（单利）的固

定收益率作为交易价格，转让以4.29港元/股（代价合计20.19亿港元）认购的北控水务（0371.

HK）新发普通股份4.71亿股，持股比例占发行前总股本5.00%，占发行后总股本4.762%。本次

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9月23日，长电国际按协议约定将上述股份以4.29港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长江环保集团境

外投资平台，获得代持收益约5,969万港元。

（二）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长电国际竞标购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SempraEnergy （以下简称 “SempraEnergy” ） 在秘鲁配电等资产 。9月 28日， 公司与

SempraEnergy在荷兰设立的持股主体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收购的核心资产为秘鲁第一

大电力公司LuzdelSurS.A.A.（简称“LDS公司” ）83.64%的股权，交易基础收购价格为35.9亿美

元，最终收购价格将在基础收购价格的基础上根据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整。10月15日，上述交

易获得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10月8日、10

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后续将在完成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秘鲁政府反垄断审批以及百慕大金融管理局审

批等事项后进行交割。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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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长江电力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日期：2019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9-07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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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30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15人，实到9人，雷鸣山董事长、赵强

董事委托马振波副董事长，何红心董事委托陈国庆董事，赵燕董事委托周传根董事，宗仁怀

董事、黄宁董事委托文秉友董事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马振波副董事长主持，以记

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薛福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聘任詹平原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公司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议案》。

同意成立公司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纪检工作部（纪委办公室）合署办公。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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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安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之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吴加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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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9,811,108.48 6,692,861,158.55 -2.5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484,871,446.69 4,476,898,208.22 0.17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4,152,678.37 412,151,609.43 -166.51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18,869,734.37 2,547,355,750.04 10.6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8,259,187.66 184,745,229.21 -52.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969,297.92 144,932,988.48 -60.0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739 4.2116 减少2.13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09 0.2322 -52.23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09 0.2322 -52.23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40,052.21 -679,928.62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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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654.72 13,977,596.38 高新企业奖励、研发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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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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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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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6,020.90 7,515,371.50 其他营业外收支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3,907,946.90 20,877,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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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300.34 -3,802,298.33

所得税影响额 -3,713,407.29 -7,597,972.41

合计 5,102,862.68 30,289,8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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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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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407,061,147 51.16 206,296,213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12,178,462 14.10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32,823,936 4.13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3,749,100 1.73 0 未知 未知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12,651,933 1.59 0 未知 未知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333,456 1.3 0 未知 未知

翁仁源(注1) 10,118,274 1.27 0 未知 未知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142,279 0.65 0 未知 未知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公司 3,879,383 0.4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24,667 0.44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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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00,764,934 人民币普通股 200,764,934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2,178,462 人民币普通股 112,178,46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32,823,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823,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7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49,100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12,651,933 人民币普通股 12,651,933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33,456 人民币普通股 10,333,456

翁仁源 10,118,274 人民币普通股 10,118,274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42,279 人民币普通股 5,142,279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公司 3,879,383 人民币普通股 3,879,38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24,667 人民币普通股 3,524,6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和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除排名第一位的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国有控股股东，与第二、三位中国电信

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

持股期限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注1：股东翁仁源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0,118,27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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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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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单位：万元）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

（或上年同期金

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预付款项 7,278.53 10,429.95 -3,151.42 -30.22%

其他流动资产 78,701.63 3,141.02 75,560.61 2405.61%

其他应收款 19,526.15 47,381.48 -27,855.33 -58.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4,347.53 0.00 44,347.53 -

长期应收款 22,388.61 0.00 22,388.61 -

其他应付款 15,630.70 31,317.59 -15,686.89 -50.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947.76 432.73 18,515.03 4278.64%

长期应付款 14,355.35 0.00 14,355.35 -

使用权资产 5,842.44 0.00 5,842.44 -

租赁负债 4,672.96 0.00 4,672.96 -

开发支出 396.38 0.00 396.38 -

预收款项 355.48 633.67 -278.19 -43.90%

合同负债 15,077.98 22,582.56 -7,504.57 -33.23%

应交税费 3,840.64 8,039.04 -4,198.40 -52.23%

其他流动负债 859.55 4,507.18 -3,647.63 -80.93%

递延收益 2,144.77 1,566.15 578.62 36.95%

销售费用 6,972.66 15,382.22 -8,409.56 -54.67%

财务费用 -6,091.40 -4,286.23 -1,805.17 42.12%

投资收益 1,854.29 3,071.55 -1,217.26 -39.63%

信用减值损失 -1,204.38 -734.98 -469.40 63.87%

营业外收入 908.80 115.34 793.45 687.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25.92 18,474.52 -9,648.60 -5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15.27 41,215.16 -68,630.43 -166.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191.20 -167,523.44 80,332.23 -47.95%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合并总资产65.20亿元，负债15.3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44.85亿元。其中，预付款项较期初减少3151万元（-30.22%）主要为商旅业务预付款项的

减少；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含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2017年

度、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主要为商旅手机分期付业务代

收代付的结算款变动以及在本报告期末由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项目重分类至长期应收

款和长期应付款以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使用权资产和

租赁负债为按照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确认； 开发支出为商旅和积分业务尚在进行中

的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278万元（-43.90%）主要为酒店业务预收款项

的减少；合同负债较期初减少7505万元（-33.23%）主要为商旅和积分等业务合同负债的减

少；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4198万元（-52.23%）为年初应交税费的正常缴纳；其他流动负债较

期初减少3648万元（-80.93%）主要为公司积分发行、兑换以及到期作废的影响；递延收益较

期初增加579万元（+36.95%）为报告期内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三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8.19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826万元，同比下

降52.2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围绕5G商用契机，加快业务转型，倾斜资源全力打造天翼超

高清、天翼云游戏、天翼云VR等5G新产品，加大5G内容的引入和制作以及对外强强合作力

度，同时收缩传统业务，上述业务结构的调整对业务毛利的影响导致利润的同比下降。利润

表项目中，销售费用同比减少8410万元（-54.67%）主要为渠道服务费的同比减少；财务费用

同比减少1805万元（-42.12%）主要为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217万元（-39.

63%）主要为报告期内银行理财资金规模下降对应收益的减少；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469万

元（+63.87%）为计提坏账准备的同比增加；营业外收入的同比增加主要为报告期内对以前

年度挂账的无需支付的税费进行转销的影响。

2019年3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6.86亿元主要为去年同期视讯、炫

彩、阅读、动漫和空间公司2017年年末应收结算款大幅收回约6.19亿元，同时积分等业务报告

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比减少的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03亿元主

要为报告期及同比期间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存出以及收回同比变动的影响。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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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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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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