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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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传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亚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惠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正文中，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比亚迪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集团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报告期 指 2019年01月01日至2019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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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304,111,000.00

24,737,565,

000.00

24,737,565,

000.00

2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49,732,000.00 102,425,000.00 102,425,000.00 63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1,967,000.00

-328,531,

000.00

-328,531,000.00 22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07,884,000.00

-217,952,

000.00

-163,319,000.00 34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2 0.02 1,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2 0.02 1,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0.08% 0.08% 1.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8,825,689,000.00

194,571,077,

000.00

194,571,077,

000.00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510,599,000.00

55,198,289,

000.00

55,198,289,

000.00

2.3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本

集团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对去年同期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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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6,000.00

主要是处置合资公司股权产

生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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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13,000.00

主要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7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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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34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247,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26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737,000.00

合计 337,76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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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电费补贴 21,583,000.00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持续发生

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 91,924,000.00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持续发生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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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40（A股股东94499户，

H股股东为14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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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5.26%

689,208,707

（注1）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18.79%

512,623,820

（注2）

384,467,

865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8.77% 239,228,620

179,421,

465

质押

163,665,

000

BERKSHIRE� HATHAWAY�

ENERGY(原名为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境外法人 8.25% 225,000,0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6% 162,681,860 0 质押

126,335,

900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3.89%

106,077,406

（注3）

79,558,054 质押 37,220,000

建信基金－农业银行－华鑫信托－

华鑫信托·华融金融小镇－九智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2% 74,250,007 0

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52,264,808 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鑫信

托－华鑫信托·华融金融小镇－九

智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1% 49,491,148 0

国联证券－建设银行－国联比亚迪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9% 32,590,612 0

注1：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 INVESTMENTS�

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305,000股H股;

注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1号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的3,727,700股A股;

注3：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INVESTMENTS�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

305,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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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689,208,707（注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89,208,707

BERKSHIRE� HATHAWAY�

ENERGY (原名为MIDAMERICAN�

ENERGY�HOLDINGS�COMPANY）

225,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5,000,0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2,681,860 人民币普通股 162,681,860

王传福 128,155,955（注2） 人民币普通股 128,155,955

建信基金－农业银行－华鑫信托－华

鑫信托·华融金融小镇－九智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74,250,007 人民币普通股 74,250,007

吕向阳 59,807,155 人民币普通股 59,807,155

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52,264,808 人民币普通股 52,264,808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鑫信

托－华鑫信托·华融金融小镇－九智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491,148 人民币普通股 49,491,148

国联证券－建设银行－国联比亚迪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590,612 人民币普通股 32,590,612

夏佐全 26,519,352（注3） 人民币普通股 26,519,352

注1：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 INVESTMENTS�

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305,000股H股；

注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1号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的3,727,700股A股；

注3：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INVESTMENTS�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

305,000股H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吕向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表兄， 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

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9.5%和10.5%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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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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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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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3/31 2018/12/31 变化率 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7,119,000.00 451,000.00 1478.49% 主要是远期购汇业务变动所致

合同资产 9,311,724,000.00 6,300,286,000.00 47.80%

主要是本期新能源汽车业务销售增

长影响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31,454,000.00 1,620,969,000.00 50.00%

主要是投资对象的股票公允价值上

升所致

使用权资产 567,787,000.00 不适用 100.00%

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8,278,000.00 8,559,000.00 113.55% 主要是远期购汇业务变动所致

应交税费 537,915,000.00 1,081,283,000.00 -50.25% 主要是消费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823,913,000.00 7,482,634,000.00 -48.90%

主要是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应付

债券所致

应付债券 9,568,629,000.00 7,076,777,000.00 35.21% 主要是本期新增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租赁负债 548,235,000.00 不适用 100.00%

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7,163,000.00 66,308,000.00 287.83%

主要是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价值

上升导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

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63,475,000.00 -290,746,000.00 225.01%

主要是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价值

上升导致所致

损益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化率 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1,154,196,000.00 813,445,000.00 41.89%

主要是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损失及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3,384,000.00 84,355,000.00 69.98% 主要是存货跌价计提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4,347,000.00 5,410,000.00 2383.31% 主要是坏账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39,681,000.00 630,764,000.00 -30.29%

主要是与汽车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59,258,000.00 -3,369,000.00 1858.92%

主要是本期处置股权产生的投资收

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557,000.00 -185,943,000.00 100.30%

主要是上期投资对象的股票公允价

值下跌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1,237,000.00 41,420,000.00 313.42% 主要是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化率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7,884,000.00 -163,319,000.00 349.75%

主要是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80,731,000.00 4,247,304,000.00 57.29%

主要是本期发行债券和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大于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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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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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2.65% 至 244.4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45,000 至 165,0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7,91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9年第2季度，预计集团新能源汽车持续热销，新能源汽车销量及

收入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带动集团收入及盈利持续快速提升。 新能源

乘用车部分，随着王朝系列新车型换代升级的完成，集团新能源乘用

车步入新一轮成长周期。 新能源商用车部分，随着泥头车等专用车的

逐步拓展，集团新能源商用车产品线逐渐丰富，带动商用车收入同比

实现较快增长。 燃油车业务方面，受整体市场需求下滑及集团老款车

型退出影响，销量较去年同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

务方面，集团继续接获全球领导品牌手机厂商旗舰机型订单，其中组

装业务收入增长尤其显著。光伏业务部分，受市场需求低迷影响，预计

光伏业务于第2季度仍有较大亏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累计

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738,779,

000.00

-3,468,

000.00

706,454,

000.00

2,441,765,

000.00

1、出售深圳市

比亚迪电子部

品件有限公司

股权， 对价的

75%以合力泰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本公司

发行179,127,

725股进行股

份支付， 合力

泰于 2017年 5

月26日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

10股， 公司于

2018年11月28

日交割 了 11,

894,456股，目

前公司所持合

力 泰 股 数 为

346,360,994

股。 2、剩余部

分为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

具

451,000.00

6,668,

000.00

7,119,000.00 自有资金

应收票据

4,755,513,

000.00

自有资金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76,807,

000.00

8,000,

000.00

84,807,

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816,037,

000.00

3,200,

000.00

706,454,

000.00

8,000,

000.00

0.00 0.00

7,289,204,

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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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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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

html《2019年01月1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1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

html《2019年01月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1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

html《2019年01月1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2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

html《2019年02月1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2月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

html《2019年02月1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9-03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4月11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过审议，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及审议并同意发布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确认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其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发布上述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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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9-03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1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

席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及审议并同意发布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正文，确认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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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

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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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备查文件：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9-03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时间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进行了

修订，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及2006年10月30日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应用指南》。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应用简化处

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本次公司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新增了“使用权资产” 和“租

赁负债” 项目。使用权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参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有关折旧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认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 承租人应当按照固定

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选择采用修改的追溯法，按租赁负债及调整之前确

认的预付或计提租赁付款额后的金额确认使用权资产。 此变更事项对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合并利

润表与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名称 受影响的项目名称 受影响的项目金额

资产负债表

使用权资产 567,787,000.00

租赁负债 548,235,000.00

预付款项 -36,754,000.00

其他应付款 -17,202,000.00

利润表

营业成本 -3,582,000.00

销售费用 -3,153,000.00

财务费用 6,735,000.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净资产及净利润未

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进行的

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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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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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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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审议通过了本季度报

告。

1.3�公司负责人朱玉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铸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岚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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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571,641,369 526,629,685 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894,356 30,995,77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9.32 9.06 2.8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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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8,295 -24,835,75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202,698 3,239,257 2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8,852 1,232,936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75,506 1,229,181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5.15% 减少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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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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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债务重组损益 -11,4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13

所得税影响额 -13

合计 -6,65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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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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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财政局 658,898,176 19.26% 658,898,176 无 国家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89,430,762 8.46% 289,430,762 质押 214,298,538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

限公司

263,807,206 7.71% 263,807,206 无 国有法人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

份有限公司

228,636,220 6.68% 228,636,22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000 6.43% 220,000,000 质押 46,09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176,262,294 5.15% 176,262,294 无 国有法人

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

司

169,940,223 4.97% 169,940,223 质押 81,800,000 国有法人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154,109,218 4.50% 154,109,218 质押 75,1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123,321,299 3.60% 123,321,29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湖南亿盾投资有限公司 68,493,714 2.00% 68,493,714 质押 63,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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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燕煦 6,7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4,200

基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基石价值

发现私募投资母基金

3,9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7,200

黄燕 3,75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2,100

黄宜 2,9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7,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2,389,688 人民币普通股 2,389,688

江锦锋 2,252,818 人民币普通股 2,252,818

罗赟 2,1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2,800

罗有成 1,82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3,900

宋翡 1,6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100

曹元峰 1,5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通程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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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含30%）的项目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0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同比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20,717,679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取消的项目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4,247,578 7,640,736 217.35 债券质押式逆回购增加

应收利息 3,852,523 不适用

本年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7,399,778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新增的项目

债权投资 189,051,852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新增的项目

其他债权投资 24,670,673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新增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750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新增的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017,764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取消的项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 94,051,516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取消的项目

应收款项类投资 113,194,334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取消的项目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214,053 10,622,400 -69.74 债券质押式正回购减少

应付利息 4,372,400 不适用

本年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预计负债 183,678 3,000 6,022.60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418,496 267,423 56.49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 1,083,101 785,374 37.91 少数股东对子公司增资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比变动

（%）

变动主要原因

利润表项目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30,174 361,200 46.78 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4,846 24,647 203.67 银行卡手续费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648,490 76,889 743.41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5,445 71,617 256.68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增加

汇兑收益 -9,070 -4,172 不适用 汇率波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97 -252 不适用 固定资产处置所致

其他收益 2,002 5,151 -61.13 政府补助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141,423 610,318 87.02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营业外收入 1,860 746 149.33 罚没款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12,119 76 15,846.05 信贷资产转让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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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玉国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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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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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在

长沙银行总行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

董事13人。 本行股东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派出董

事冯建军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会议由董事长朱玉国主持，监事会监事长吴四龙，监事晏艳

阳、尹恒、兰萍、贺春艳，董事会秘书杨敏佳，总审计师向虹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召开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同意2019年5月21日上午10:00， 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

沙银行总行1908会议室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ICAAP）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联合贷款业务合作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行与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联合贷款业务合作，合作期限三年。

在联合贷款中，本行按50%的比例出资，本行出资部分的贷款余额不超过5亿元。 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

权利与义务。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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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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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21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1908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21日

至2019年5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暨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5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7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

9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

1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

11 关于调整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

12 关于调整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报告事项如下：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3、4、5、6、7、11议案经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2、3、4、5、6、7、8、9、

10、12议案经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已于2019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披露，各议案内容详见本行届时披露的股东大

会会议材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11、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

不必是本行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77 长沙银行 2019/5/14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

1、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

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由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19年5月17日－5月20日(工作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

（三）会议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34楼董事

会办公室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 应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

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 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本条规定的登

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34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410205

联系人：李女士，0731－89934772

传真电话：0731－84305417

（二）出席会议现场的人员需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股东账

户卡、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暨2019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的议案

5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7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9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1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11 关于调整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12 关于调整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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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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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关于

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30在长沙银行总行召

开。 会议由吴四龙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5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

了审议并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认为，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出本行报告

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未发现参与本次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二、审议通过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联合贷

款业务合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会议还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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