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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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强 董事 因事请假 马海疆

1.3� �公司负责人邵辉、行长陶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仲国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王瑶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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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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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67,062 154,394,543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91,538 10,850,48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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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974 -3,665,325 1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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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371 770,035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472 266,639 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320 269,372 1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2.72%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4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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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51 主要是捐赠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949

合计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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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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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66,330,635 9.00% 166,330,635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万新机械有限公司 116,431,443 6.30% 116,431,443 质押 51,275,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

司

110,984,508 6.00% 110,984,508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红豆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

83,039,416 4.49% 83,039,416 质押 41,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77,004,934 4.17% 77,004,934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 39,581,224 2.14% 39,581,224 质押 39,581,22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市太平洋化肥有限

公司

21,588,383 1.17% 21,588,383 质押 7,301,61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市银宝印铁有限公

司

21,177,094 1.15% 21,177,094 质押 21,177,09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市银光镀锡薄板有

限公司

14,653,353 0.79% 14,653,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灵通车业有限公司 12,644,772 0.68% 12,644,772 质押 12,600,000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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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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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4,279 人民币普通股 9,724,27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9,4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24,000

无锡昌华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5,557,741 人民币普通股 5,557,741

无锡市联友锻造厂 5,354,514 人民币普通股 5,354,514

无锡市方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5,193,870 人民币普通股 5,193,870

无锡建发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4,990,162 人民币普通股 4,990,162

无锡市碧林酿酒饮料有限公司 4,897,995 人民币普通股 4,897,995

无锡市惠山区玉西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4,867,741 人民币普通股 4,867,741

无锡市云波铜铝材有限公司 4,867,741 人民币普通股 4,867,741

无锡市陆通机械有限公司 4,813,870 人民币普通股 4,813,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与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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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科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

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拆出资金 406,920 -71.94% 调整资产配置

应收利息 - -100.00% 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取消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358,813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债权投资 36,604,789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 8,834,204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0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持有至到期投资 -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收款项类投资 -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向中央银行借款 1,981,242 33.87% 支小再贷款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454,871 -33.01% 调整负债配置

应付职工薪酬 12,553 -70.93% 2018年度计提当期应付未付薪酬

应付利息 - -100.00% 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取消项目

预计负债 92,941 100.00% 表外资产预期损失的计提

其他负债 394,426 -67.67% 待结转财政款项的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79,375 77.16%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公允价值与减值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80,632 204.19% 债券及基金投资收益的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11,851 -223.40%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351 197.50% 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1,070 30.17% 房屋租金收入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02,500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697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营业外收入 314 -43.73% 上年一季度不动户转营业外收入较多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7,670 -78.75%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公允价值与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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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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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辉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08

证券简称：无锡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15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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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或“公司” ）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在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

1208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邵辉

主持，会议应到14人，实到13人,授权委托1人。 董事孙志强因事请假，书面授权委托董事马

海疆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无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1.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请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内容。

2.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增补邵乐平先生为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由于邵乐平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

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因此邵乐平先生的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自其董事任

职资格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

3.关于调整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相关要求与本行实际情况，撤销零售银行部，新设立普惠金融部及消费者权益保

护部。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08

证券简称：无锡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16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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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总行1207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监事长徐建新主持会议，会议应到监

事9名，实到监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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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规定；

2、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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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庆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叶平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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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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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46,390,077.81 63,695,216,062.07 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24,637,988.62 18,595,408,453.08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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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794,377.51 1,606,516,946.09 2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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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975,900.32 717,663,754.28 5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123,292.43 261,852,323.51 5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195,403.71 253,626,473.23 6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1.35 增加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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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5,3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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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35.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615.58

所得税影响额 -277,849.70

合计 927,8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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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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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523,443,

610

26.99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400,500,000 7.09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9,293,065 6.01 0 质押

158,060,

000

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8,427,012 5.82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5.3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2,337,834 1.99 0 无 0 未知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渝富4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07,218,242 1.90 0 无 0 其他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00,000 1.77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88,738,868 1.5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2,392,60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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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523,443,610 人民币普通股

1,523,443,

610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500,000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9,293,065 人民币普通股 339,293,065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8,427,012 人民币普通股 328,427,012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2,337,834 人民币普通股 112,337,834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渝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07,218,242 人民币普通股 107,218,242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88,738,868 人民币普通股 88,738,8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2,3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39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财

富－招商银行－渝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具

有同一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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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率(%)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6,386,601,

106.05

10,509,698,

812.72

55.92 客户资金增加

应收款项 21,937,091.72 52,226,037.05 -58.00 应收清算款减少

应收利息 不适用 675,472,048.73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不适用

27,115,564,

078.34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185,873,

469.58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6,364,865,695.37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

13,650,375,

494.99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16,086,887.86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付短期融资款 3,532,601,019.35 2,341,310,000.00 50.88 新增发行短期收益凭证

拆入资金 1,100,633,611.09 500,000,000.00 120.13 同业拆入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568,965,472.47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不适用 1,941,785,823.23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代理买卖证券款

13,410,862,

143.51

8,678,011,388.98 54.54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增加

应付款项 49,090,455.97 32,100,748.10 52.93 应付清算款增加

应付利息 不适用 323,901,240.46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1,469,292.46 13,490,413.70 652.16 金融工具公允变动浮盈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8,137,064.60 -328,397,141.19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及其他债权投资浮盈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增减率(%) 变动说明

利息净收入 52,568,397.16 -47,224,782.13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计入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 7,107,643.24 572,028,043.00 -98.76

上期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实现的投资收益较多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37,835,738.61 -22,693,704.56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

加

其他业务收入 55,482,346.79 862,623.69 6,331.81 主要系子公司大宗商品交易收入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524,754,048.63 371,521,924.76 41.24 职工薪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不适用 -2,196,283.70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39,934,053.42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业务成本 54,619,307.12 1,109,792.85 4,821.58 主要系子公司大宗商品交易成本增加

所得税费用 166,146,811.26 79,970,601.24 107.76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174,821,754.84 -269,023,438.42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及其他债权投资浮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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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发行事宜

2019年3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53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2019年4月，公司发行了规模为25亿元的2019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为3.85%，期限为3年；同月，该期公司债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 有关

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2019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及《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3.2.2�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涉案金额超过1,000

万元，并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其他涉案

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除此之外，公司新

增或有新进展且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截至目前，投资者因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项目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未诀诉讼案件共计96起，涉及金额约3,256万元，案件均处于一审审理阶段。

3.2.3�子公司转让进展

2018年12月，经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复同

意，公司将所持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19%股权转让予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渝富资

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关于转让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报告期内，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公

司已收到本次转让的全部款项合计6,1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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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廖庆轩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01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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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

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前，公司按规定发出了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01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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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

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前，公司按规定发出了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本次会议应表决董

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公司2019年对口扶贫捐赠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2019年向重庆酉阳、彭水、巫溪、城口4个贫困县的对口扶贫捐赠事宜，

捐赠金额不超过（含）310万元人民币；

（二）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上述捐赠有关事宜。此项授权为单项授权，该授权

额度不包含董事会对总裁的年度捐赠授权额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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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维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劲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骆莎萨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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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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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158,702.96 1,092,457,638.31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0,767,259.99 675,413,537.9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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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60,920.00 -94,189,744.8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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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11,657.22 77,402,062.18 1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6,277.92 -3,438,831.9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45,485.57 -7,287,402.2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54% 减少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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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0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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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064.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70,405.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4.09

所得税影响额 -70,755.89

合计 399,2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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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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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锋 34,222,160 30.56 34,222,1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160,000 5.50 0 质押 4,48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林爱华 5,600,000 5.00 5,600,000 质押 4,410,000 境内自然人

吴海涛 4,666,772 4.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濮澍 4,031,728 3.60 0 质押 2,196,320 境内自然人

东证昭德（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360,000 3.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丽萍 3,240,832 2.89 3,240,832 质押 1,400,000 境内自然人

吴剑敏 2,955,812 2.64 0 质押 2,200,000 境内自然人

贾立明 2,103,296 1.88 0 质押 1,680,000 境内自然人

林炜 1,866,704 1.67 1,866,704 质押 1,40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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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60,000

吴海涛 4,666,772 人民币普通股 4,666,772

濮澍 4,031,728 人民币普通股 4,031,728

东证昭德（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

吴剑敏 2,955,812 人民币普通股 2,955,812

贾立明 2,103,296 人民币普通股 2,103,296

夏鹏飞 746,744 人民币普通股 746,744

侯祥 444,980 人民币普通股 444,980

艾敬福 250,560 人民币普通股 250,560

朱劲龙 248,764 人民币普通股 248,7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维锋与林爱华系夫妻关系，张丽萍系苏维锋弟媳，林爱华与林炜系姐弟

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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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96,784,549.29 21,387,206.23 352.53% 系子公司采购预付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53,278,409.42 80,075,820.21 -33.47%

系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

财产品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110,000,000.00 60,000,000.00 83.33% 系增加对外投资

在建工程 735,094.34 345,660.38 112.66%

系拟建的研发中心增加的设

计费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4,820,468.58 7,192,817.22 106.05%

系信息集成平台终端增加的

支出所致

短期借款 150,000,000.00 20,000,000.00 650.00% 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4,441,588.53 25,112,507.73 37.15%

系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预收

的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54,319.47 9,425,648.40 -94.12%

主要系减少的应交所得税及

减少的应交增值税

少数股东权益 16,320,524.22 6,489,118.89 151.51%

主要系新设子公司的少数股

东实缴出资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618,367.92 240,226.84 157.41%

系适用于17%及10%的项目合同的一次

性预提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803,412.60 4,120,994.69 40.83% 主要系人力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59,993.08 -508,158.98 -190.52% 主要系增加的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93,784.41 90,432.61 2415.30% 主要系回款大幅增长所致

投资收益 470,405.79 1,486,435.60 -68.35%

系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0.67 382.65 -76.30% 系处置的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34 3,000,000.00 -100.00% 系18年一季度收到上市补贴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2,244.35 59,088.51 106.88% 系增加支付了工伤赔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363,774.91 103,235.15 252.38% 系递延所得税的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458,594.67 -102,223.62 348.62% 主要系新设子公司开办费列支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59,189,895.04 99,961,186.77 59.25% 系当期回款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282,740,996.68 138,264,810.25 104.49%

主要系新设子公司采购增

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498,630.14 1,486,435.60 -66.45%

系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610.00 -100.00%

今年固定资产处置无收益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0,000,000.00 150,000,000.00 -46.67%

系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9,576,345.04 298,027.00 3113.25%

系采购信息集成平台终端

增加的支出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028,224.35 150,000,000.00 -66.65%

系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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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预计投资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元

（包括竞购土地使用权的金额）建设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地点在杭州

市滨江区物联网园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该项目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尚未取得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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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维锋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908

公司简称：无锡银行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602

公司简称：纵横通信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69

公司简称：西南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