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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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梁晓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礼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礼

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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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462,500,049.02 7,316,030,589.91 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37,321,228.06 2,692,633,076.67 12.8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7,064,727.29 94.85% 2,165,491,701.10 5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3,894,099.77 62.93% 749,235,967.39 3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9,340,088.51 66.02% 734,392,648.80 4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04,774,216.62 904.47% 1,598,047,721.33 1,26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44 62.91% 0.9260 3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44 62.91% 0.9260 3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1.84% 25.95% 3.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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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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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96.0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003,284.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6,884.8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199,106.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89,062.24

合计 14,843,31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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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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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社增 境内自然人 53.57% 433,440,000 质押 99,000,000

梁家荣 境内自然人 20.15% 163,000,000 122,250,000

罗建华 境内自然人 0.58% 4,672,716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5% 3,601,190

余洋 境内自然人 0.39% 3,139,353

日喀则市世荣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3,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标

普中国A股红利

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33% 2,670,059

朱晓东 境内自然人 0.30% 2,414,700

中国工商银行－

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8% 2,292,400

朱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7% 2,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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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社增 433,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440,000

梁家荣 4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50,000

罗建华 4,672,716 人民币普通股 4,672,7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01,190 人民币普通股 3,601,190

余洋 3,139,353 人民币普通股 3,139,353

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

中国A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2,670,059 人民币普通股 2,670,059

朱晓东 2,4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4,70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2,400

朱晓霞 2,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梁家荣系梁社增之子，梁社增为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三者系一致行动

人。梁社增、梁家荣和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罗建华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52,3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120,416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72,716股；公司股东余洋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1,024,153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15,200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139,353股；公司股东朱晓东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14,700股；公司

股东朱晓霞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6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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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41.72%，主要原因系商品房销售及回款增加。

2、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59.48%，主要原因系应收工程款及苗木销售款等增加。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2019年1月1日起会计政策变更影

响所致。

4、持有至到期投资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末投资到期收回了投资本

金。

5、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系2019年1月1日起会计政策变更

影响所致。

6、投资性房地产较上年末增加30.49%，主要原因系固定资产房屋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7、固定资产较上年末减少34.93%，主要原因系固定资产房屋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8、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75.30%，主要原因系酒店项目投入增加。

9、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减少80.38%，主要原因系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10、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末增加39.13%，主要原因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增加。

11、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原因系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结转在建工程

条件结转在建工程。

12、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增加93.42%，主要原因系销售回款增加。

13、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53.25%，主要原因系应付职工工资减少。

14、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增加46.32%，主要原因系预提税费增加。

15、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34.51%，主要原因系归还了银行借款。

16、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末减少46.79%，主要原因系前期收购珠海粤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报告期该公司实现了销售收入而转回。

17、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94.85%、134.39%和

80.90%，主要原因系可结转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增加。

18、 年初到报告期末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53.43%、

41.57%和112.62%，主要原因系可结转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增加。

19、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43.16%，主要原因系代理费增加。

20、年初到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11.38%，主要原因系代理费增加。

21、年初到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1.96%，主要原因系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

22、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89.32%，主要原因系确认对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亏损减少所致。

23、年初到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8.64%，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对外委托贷

款取得的损益为本公司对威海圣荣浩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威海公司” ）在

2014年-2017年进行委托贷款，截至2018年6月末，委托贷款利息因威海公司未实现对外销售

而抵消的累计金额为58,793,361.07元； 截至2018年6月末本公司已全部出售其所持有的威海

公司股权，需要对上述利息进行转回所致。本期无发生。

24、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50.02%，主要原因系转回的坏账准备增加。

25、年初到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910.48%，主要原因系其他应收款坏

账损失计提等增加。

26、年初到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89.46%，主要原因系捐赠支出减少。

27、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8.35%，主要原因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28、年初到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6.06%，主要原因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29、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62.93%，主要原因系可结转

收入增加，收益相应增加。

30、年初到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30.60%，主要原因系

可结转收入增加，收益相应增加。

31、年初到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3.87%，主要原因系出售了威海公司

股权，相应的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32、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62.91%，主要原因系净利润增加。

33、年初到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0.61%，主要原因系净利润增加。

3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261.31%，主要原因系预售房款回款

比上年同期增加。

3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74.54%，主要原因系归还的银行借款

比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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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7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总裁暨变更法

定代表人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9年7月25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024号公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梁玮浩先生变更为梁晓进先生。公司已

于2019年8月27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

2、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9月17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余劲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董事及聘任

新的财务总监。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由公司财务部

经理汪礼宏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内容详见2019年9月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035号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变更法定代表人

2019年07月25日

巨 潮 资 讯 网 公 司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9-024）

2019年09月05日

巨 潮 资 讯 网 公 司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9-034）

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辞职 2019年09月1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公 司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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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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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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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5,0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000 0 0

合计 56,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适用√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适用√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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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晓进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9-036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10月18日分别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于2019年10月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中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做出相应的变更。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9-037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方式于2019年10月18日发出，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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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公司

所作出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执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9-039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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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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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会[2019]16号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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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通知及附件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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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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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将“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

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在原合

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 行项目和列项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上述相关通知要求， 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合理变更，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实质

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公司

所作出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执行。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

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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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未

有董事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1.3公司负责人张佑君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康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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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410,468,404.24 653,132,717,498.71 1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081,742,792.15 153,140,769,241.1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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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382,100.23 44,631,667,260.73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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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3,899,542.70 27,209,287,878.05 20.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22,213,379.91 7,314,589,126.02 43.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67,799,955.80 7,294,583,305.18 4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4.81 增加1.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60 4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6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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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86.52 191,162.20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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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0,079.85 101,004,756.29 主要是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5,340.50 -11,524,724.12 -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税后） -5,515,998.96 -5,881,011.77 -

所得税影响额 -10,879,602.39 -29,376,758.49 -

合计 18,376,824.52 54,413,424.11 -

2.2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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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57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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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注2 2,277,174,267 18.79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16.50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2.99 - 无 -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1.64 -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3 187,193,634 1.54 - 无 - 境外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3,726,217 1.27 - 无 -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4,472,197 1.19 - 无 -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0,178,900 1.16 - 无 -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0,049,999 1.16 - 无 -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589,061 1.15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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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77,367,767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77,367,767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人民币普通股 1,999,695,74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人民币普通股 362,296,19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4,177,191 人民币普通股 224,177,1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709,1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3,726,217 人民币普通股 153,726,217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4,472,197 人民币普通股 144,472,197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0,1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178,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0,04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40,049,99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9,589,061 人民币普通股 139,589,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连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注1：截止到2019年9月30日公司股东共579,187户，其中，A股股东579,026户，H股登记股

东161户。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公司沪股通股票名义持有人。

注4：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

质。

注5：因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股东持股数量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权益数量合并计算。

2.3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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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9年9月30日）

上年度末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使用权资产 1,653,639,631.26 不适用 不适用 新租赁准则实施影响

短期借款 7,616,711,635.47 5,656,709,801.66 34.65 短期借款规模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12,421,431,733.34 18,059,344,795.73 -31.22 应付短期融资款规模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12,813,425,274.98 9,311,898,882.27 37.60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及公允价值变动

代理承销证券款 226,711,385.02 147,506,797.07 53.70 未结算代理承销款增加

合同负债 170,200,028.01 357,437,853.41 -52.38 大宗商品贸易货款减少

预计负债 16,657,705.48 6,485,498.32 156.85 新租赁准则实施影响

长期借款 388,576,456.93 1,489,905,998.37 -73.92 长期借款规模减少

租赁负债 1,596,532,106.40 不适用 不适用 新租赁准则实施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80,586,554.83 1,967,607,550.66 31.15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 1,075,146,867.96 181,762,126.31 491.5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1.2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9年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2018年1-9月）

增减比例

（%）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12,416,788,915.12 3,441,156,096.27 260.83 处置金融工具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83,839,591.01 5,563,329.40 1,407.00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9,992,319.65 2,975,162,822.70 不适用

证券市场波动导致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

动

汇兑收益 402,792,294.60 748,387,233.03 -46.18 汇率变动

资产处置收益 191,162.20 68,447.47 179.28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68,269,905.35 - 不适用 下属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724,563,327.25 1,232,190,473.02 -41.2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减

少

营业外收入 28,749,270.53 56,018,857.45 -48.68

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收益减

少

所得税费用 3,597,990,175.76 1,954,592,131.11 84.08 递延所得税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410,382,100.23 44,631,667,260.73 -76.67

融出资金、 回购业务导致的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入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28,354,129.82 -2,748,371,688.60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0,172,312.90 -33,289,159,689.24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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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证券营业部及分公司变更情况

本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3家分公司、10家证券营业部的同城迁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33

家分公司、207家证券营业部。具体迁址情况如下：

序号 分支机构原名称 分支机构现名称 搬迁后地址

1 重庆分公司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5号负5-1、12-1-2

2 杭州定安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婺江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婺江路399号东铁大厦1层105-2室、8层

3 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院4号楼3层301

4 深圳前海自贸区证券营业部 深圳前海自贸区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

镇对冲基金中心502、503室

5 深圳福田南证券营业部 深圳福田南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海滨社区福民路9号福民佳园福

民路9-2号

6 海盐河滨西路证券营业部 海盐河滨西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河滨西路126号海盐银燕

经贸公司写字楼一、三层

7 深圳福田金田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福田金田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三路1006号诺德金

融中心10C

8 陕西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1号禾盛京广中心1幢1单元

19层02-03-04号房

9 路桥富仕路证券营业部 路桥富仕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富仕路148号、158号1幢125

室

10 南昌红谷中大道营业部 南昌红谷中大道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728号商城世纪村9

号楼商铺104、204室

11 杭州庆春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庆春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137号华都大厦5层

12 上海沪闵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万源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弄2幢201、202、203、205、206室

13 台州分公司 台州分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府中路188号开投商务大厦2001室、103室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山东）新设证券营业部1家（济南华信路证券营业部），撤销证券营

业部1家（济宁古槐路证券营业部），并完成1家证券营业部同城迁址。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

券（山东）拥有6家分公司、64家证券营业部。

新设证券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新设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1 济南华信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3号历城金融大厦一层、二层

证券营业部迁址情况如下：

序号 分支机构原名称 分支机构现名称 搬迁后地址

1 枣庄文化中路证券营业部 枣庄文化西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西路98号文西花苑1号楼98-7、8号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

报告期内，中信期货完成2家分支机构更名、11家分公司同城迁址。截至报告期末，中信期

货拥有39家分公司、4家期货营业部。

分支机构更名情况如下：

序号 分支机构原名称 分支机构现名称

1 北京东城分公司 北京朝阳分公司

2 上海期货大厦营业部 上海松林路分公司

分公司迁址情况如下：

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 搬迁后地址

1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47号7层47-（07）

2 北京朝阳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院4号楼3层302

3 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9号勒泰中心智峰写字楼B座2803室

4 山西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华德广场小区D座楼303、307、308室

5 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22层03单元

6 上海中信广场分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859号2504室

7 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1号国瑞大厦B座西栋13层B1304号

8 西部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高新路56号高新电信广场裙楼3层东侧3C

9 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149号亚欧国际17F（1715室、1716室、1717室）

10 贵州分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北区2栋1单元11层1号

11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5号12-1（自编号12-1-3）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国际的分支机构情况未发生变动，目前拥有4家分行。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证券” ）

报告期内，金通证券的分支机构情况未发生变动，目前拥有2家证券营业部。

3.2.2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不存在对本集团造成重大影响的诉

讼、仲裁事项。

自报告期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集团尚未披露的新增（金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或已披露

且有新进展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公司与帅佳投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湖南帅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佳投资”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

于2018年1月初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 ）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帅佳投

资支付欠付本金人民币64,768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湖南高院于

2018年1月8日已受理此案。2018年1月30日、31日，湖南高院对帅佳投资名下相关银行账户、所

持有的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行了冻结 （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8年第一

季度报告）。2019年6月10日，公司与帅佳投资达成《债务清偿协议》、《转股意向协议》。公司

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与萍乡英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乡英顺”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

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 ）申请

强制执行，要求萍乡英顺支付欠付本金人民币12,940.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

现费用等，佛山中院于2018年8月7日受理本案。因陈礼豪为萍乡英顺的上述负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提起诉讼，要求陈

礼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京三中院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并于2019年8月12日、9月5日两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公司已

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与鲁林芳、张奇华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

因鲁林芳融资融券交易违约，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委” ）提起仲裁，

要求鲁林芳偿还公司融资本金人民币14,051,165.40元及其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及债权实现费

用等，要求张奇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申请财产保全。2018年10月8日北仲委受

理本案。2018年11月5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沙芙蓉法院” ）作出财产保全

裁定书，对鲁林芳、张奇华名下财产采取了冻结措施。2019年2月20日，本案在北仲委开庭审

理。2019年4月5日，北仲委作出裁决，公司胜诉（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本案已向长沙芙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公司已对该项交易计

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与聚利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厦门聚利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利汇”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

约，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向北京三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聚利汇偿还未付本金、利息、违约金等

合计人民币100,845,833.33元，案件已于2019年1月22日获正式受理（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并于2019年10月8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公司已对该项交易

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与何巧女、唐凯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何巧女、唐凯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向方圆公证处提出申

请签发执行证书。2018年11月22日，方圆公证处依法出具《执行证书》。2019年5月15日，公司

向北京三中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当日完成立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

告）。2019年8月27日，公司与何巧女、唐凯达成执行和解。公司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值

准备。

公司与爱普地产保证合同纠纷案

因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重庆爱普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地产” ）拒绝履行保证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向公

证处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爱普地产连带偿还隆鑫控股欠付本

金人民币15.073亿元。2019年1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1月24日指定

北京三中院负责执行。后因公司与爱普地产达成执行和解，2019年3月19日，公司向法院申请

撤回案件。2019年6月12日，因爱普地产未履行和解协议，公司向北京三中院申请恢复执行，法

院已于2019年6月20日受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9月

17日，公司追加债务人隆鑫控股、保证人涂建华为被执行人。公司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

值准备。

公司与腾邦集团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

因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 ）及钟百胜融资融券交易违约，公司于2019

年5月27日向北仲委提交申请材料， 请求腾邦集团及钟百胜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62,

629,798.43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并申请财产保全。北仲委于2019年5月

30日受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8月28日，腾邦集团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提起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效力诉讼，并申请中止

仲裁程序，公司于2019年9月9日向深圳中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公司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

减值准备。

公司与中绒集团纠纷案

因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绒集团” ）违反承诺义务，公司于2019年6

月26日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中绒集团名下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关权益归属公

司所有并过户至公司名下，如无法过户，则赔偿公司相关损失共计人民币110,962,689.95元。

深圳中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受理（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本案定

于2019年11月1日开庭审理。

公司与中民投定向发行协议纠纷案

2017年4月18日，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 ）与投资人签署《中

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债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定向发行协议》。2017年4月27

日，中民投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7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17

民生投资PPN002” ）。公司代表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17民生投资PPN002” 本金合计

人民币5.2亿元。后公司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回售选择权，中民投应于2019年4月28日兑付

“17民生投资PPN002” 全部本息。2019年4月29日，中民投偿还了“17民生投资PPN002” 截至

2019年4月28日的利息及部分本金，但至今仍未偿还“17民生投资PPN002” 的剩余本金及延

期期间的利息。公司代表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

“贸仲委” ）提起仲裁，要求中民投偿还债券本金人民币495,497,382.2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等。本案于2019年8月27日获得受理。

金石投资与川娇农牧违约纠纷案

因李雪梅、李学杰、成都创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创邑” ）、四川川娇农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娇农牧” ）、李疏仲（以下合称“被申请人” ）股权转让事宜

违约，公司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 ）于2018年6月13日向贸仲委提

起仲裁， 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60,866,459.65元及保全费用等， 贸仲委于

2018年7月25日受理本案，2018年11月7日开庭审理，2019年7月11日作出裁决，裁定李雪梅、李

学杰、成都创邑支付金石投资转让价款及保全费、仲裁费、律师费，川娇农牧承担部分赔偿责

任（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本案目前正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过程中。金石投资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金石投资与城促会合同纠纷案

因金石投资认为股权转让价格低于标的股权实际价值， 金石投资于2019年3月22日向北

仲委提起仲裁，请求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城促会” ）支付股权转让价格与实际股权

价值之间人民币18,642,447.16元的价差。2019年3月22日，北仲委受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

参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本案已于2019年8月14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裁决。

金石灏汭与邸淑美、佟瑞丰增资合同纠纷案

因邸淑美、佟瑞丰增资合同违约，金石投资子公司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石灏汭” ）于2019年3月20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要求邸淑美、佟瑞丰支付业绩补偿款、

利息、必要费用等合计人民币41,471,112.05元。2019年3月26日，北仲委受理本案（相关案件信

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并于2019年7月18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裁决。金

石灏汭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金石灏汭与珠海恒古、魏银仓增资合同纠纷、与银隆投资集团担保合同纠纷案

因珠海恒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古” ）、魏银仓增资合同违约，金石灏汭于

2019年4月24日向深圳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深仲委” ）申请仲裁，要求回购义务人珠海恒

古、魏银仓支付股权回购款。深仲委于2019年6月5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9月8日开庭审理，

目前尚未作出裁决。因银隆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投资集团” ）为本次

投资提供抵押担保，金石灏汭于2019年4月24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银隆投资集团承

担抵押担保责任。北仲委于2019年4月30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目前尚

未作出裁决。该两起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金石灏汭、三峡金石基金与张勇刚、李建琼增资合同纠纷案

因张勇刚、李建琼增资合同违约，金石灏汭、三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峡金石基金” ）分别向贸仲委申请仲裁，要求张勇刚、李建琼分别

受让金石灏汭所持有的四川刚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毅集团” ）3.89%股权（截

至2019年3月4日应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37,684,932元）、 三峡金石基金所持有的刚毅集团

3.90%股权（截至2019年3月4日应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37,684,932元），并支付律师费、仲裁费

等。贸仲委于2019年4月12日已分别受理该两起案件（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并于2019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金石灏汭已对该项交易计提了

相应减值准备。

金石灏汭与中标公司、陈晓东、陈永科增资合同纠纷案

2013年7月，金石灏汭以增资形式入股中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标公

司” ），并与中标公司、陈晓东、陈永科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因中标公司、陈晓东、陈永科已

触发《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故金石灏汭于2019年7月15日向北仲委申请仲裁，要

求中标公司、陈晓东、陈永科支付回购义务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21,848,

773.97元。北仲委已于2019年7月24日正式受理本案，并已于2019年10月25日开庭审理，目前尚

未作出判决。

金鼎信小贷公司与青鑫达纠纷案

2016年1月11日，因借款合同违约事宜，中信证券（山东）控股子公司青岛金鼎信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信小贷公司” ）对借款人青岛青鑫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鑫达” ）以及连带责任担保人（山东省博兴县长虹钢板有限公司、王永青、王伟、王

强、王忠）提起诉讼，诉请青鑫达偿还金额约为人民币1,416.02万元，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市南法院” ）于当日受理本案并于2017年2月21日开庭审理，2017年6月2日作出

判决，金鼎信小贷公司胜诉。2017年10月11日金鼎信小贷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7

年11月21日提交了拍卖申请书。2018年12月27日，市南法院出具了裁定书，拟启动拍卖程序。

2019年6月27日，市南法院发布拍卖公告，于2019年8月5日进行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人民币2,

092.244万元（已流拍）（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10月12日，市

南法院发布二次拍卖公告，于2019年11月4日进行第二次拍卖，起拍价人民币1,673.795万元。

金鼎信小贷公司已将青鑫达的五级分类等级下调至次级，并足额计提减值准备。

3.2.3其他

华夏基金业绩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夏基金 ” ） 的股东

MackenzieFinancialCorporation持有华夏基金13.9%股权，MackenzieFinancialCorporation之控股

母公司IGMFinancialInc.将于近期刊发其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其中将载有华夏基金的主要财

务数据。基于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公司对华夏基金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2019年7-9月份，华夏基金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0,968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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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