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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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海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海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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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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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1,335,226.44 8,809,008,374.28 1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52,846,023.63 6,752,779,278.03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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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116,810.57 48.55% 11,103,322,904.95 2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43,150,994.57 95.10% 1,610,646,117.79 4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6,006,776.89 18.95% 1,261,933,306.69 1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33,263,130.63 278.01% 1,089,945,858.57 6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96.00% 1.05 41.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96.00% 1.05 4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6% 3.54% 21.3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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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9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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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29,102.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7,247,988.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27,884.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6,662,345.04  

合计 348,712,8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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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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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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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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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德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76% 822,884,966 822,884,966 质押 337,398,898 

南通泓石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5% 89,500,000  质押 89,500,000 

陈德军 境内自然人 3.38% 51,675,345 43,424,223   

谢勇 境内自然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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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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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银基金－兴业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65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0,432,136 30,4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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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8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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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23,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60,000 

陈德军 8,251,122 人民币普通股 8,251,12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45,035 人民币普通股 5,545,0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20,560 人民币普通股 5,220,56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

优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636,366 人民币普通股 4,636,36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80,788 人民币普通股 4,080,78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8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5,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金牛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18,964 人民币普通股 3,518,964 

吕洋 3,1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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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一致行动关系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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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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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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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9月末 年初 
比年初 

增减幅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88,463,174.04 252,198,400.00 -64.92%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收回所致 

预付款项 208,665,545.90 123,239,897.20 69.32%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预付房租，预付

油费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2,396,342.51 97,047,168.62 46.73% 主要系保证金、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70,874,954.40 1,395,330,240.72 -51.92%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2,020,732.07 293,702,533.05 -82.29% 主要系出售丰巢股权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52,657,120.19 50,657,120.19 398.76% 主要系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30,113,358.33 283,415,968.95 122.33%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加强转运中心建

设所致 

商誉 1,140,043,028.01 100,464,944.13 1034.77% 主要系收购转运中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8,378,285.55 59,974,817.03 30.69%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加强转运中心建

设，场地改建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8,557,848.91 97,460,460.38 144.77% 主要系预付经营性生产设备预付款 

短期借款 102,961,590.00 5,000,000.00 1959.23% 主要系子公司新增银行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0,737,237.93 110,711,245.60 45.19%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人员薪酬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175,053,630.20 401,960,888.92 -56.4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缴纳期初未交税款所

致 

其他应付款 134,969,608.33 123,987,045.26 8.8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支付往来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13,103.40 472,319.09 -314.50% 
需要系汇率变动对境外子公司报表折算

的影响 

未分配利润 4,129,165,966.12 2,824,680,281.53 46.18%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增长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64,587,429.95 23,295,988.62 177.25%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属于少数股权的净利

润增长所致 

项目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同期 

增减幅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9,124,225,919.07 6,884,965,403.94 32.52%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78,005,009.31 196,593,488.98 41.41%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相关机器设备折

旧及场地租赁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0,196,832.66 -54,711,030.62 101.42%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913,042.68 13,087,685.42 -85.38% 主要系当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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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6,463.98 41,171,254.07 -99.96% 主要系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17,247,988.22 32,633,925.81 1178.57% 主要系出售丰巢股权产生大额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72,356,577.20 16,790,915.01 330.93% 主要系与经营无关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355,359.78 16,584,790.18 64.94% 
主要系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7,008,688.19 384,583,662.82 47.43% 主要系利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610,646,117.79 1,127,408,364.31 42.86% 主要系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830,407.51 -691,874.99 -653.63% 主要系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同期 

增减幅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1,947,841,297.42 8,875,410,762.61 34.62%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22,918,355.86 163,097,128.90 36.68%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064,289,359.12 557,443,767.91 90.92% 

主要系转运中心增加，导致人员薪酬相

应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11,285,912.88 228,456,957.91 80.03%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部分开支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89,945,858.57 677,101,557.42 60.97%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及加大应收账款收款

力度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925,360.79 204,414.65 5244.71% 
主要系淘汰部分固定资产所致；部分场

地动迁费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998,576,034.28 761,832,449.59 162.34% 主要系转运中心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857,911,861.00 7,203,917,427.55 -32.57% 主要系购置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39,026,592.59 2,055,110.60 1799.00% 主要系收购云南子淳公司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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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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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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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5.00% 至 5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0,857.89 至 223,175.43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8,783.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比较稳定，根据相关预测，公司截止到四季度可实现经

营利润预计在 171,101.16 万元-185,979.53 万元之间。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

有限转让其持有的丰巢科技 9.0948%的股权，获得税后净收益 29,800.00 

万元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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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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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37,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90,400 34,400 0 

合计 127,400 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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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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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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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5 月 08 日 其他 其他 

具体详见活动记录表

http://irm.cninfo.com.cn/ircs/ssgs/compa

nyIrmForSzse.do?stockcode=002468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2018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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