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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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吕晓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学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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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5,705,978.51 7,748,234,889.97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9,748,963.92 2,519,663,583.49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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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974,494.99 508,894,475.07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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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351,587.53 473,717,788.81 20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34,081.60 31,113,674.45 9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4,583,523.61 20,165,286.71 17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1.23 增加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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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4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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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4,355.00

子公司雄风环保及广源

科技获得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51,586.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528.47

所得税影响额 -291,297.11

合计 4,950,5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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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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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美光 428,634,868 30.27 0 质押 280,520,000 境内自然人

谭雄玉 84,724,968 5.94 0 质押 84,724,968 境内自然人

李晓辉 33,605,650 2.36 0 质押 33,605,650 境内自然人

刘永峰 30,265,900 2.12 0 质押 30,265,9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20,073,248 1.41 0 质押 844,390 未知

王国菊 14,768,614 1.04 0 质押 14,768,614 境内自然人

周启宝 12,500,000 0.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576,120 0.67 0 无 0 未知

夏重阳 8,500,0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82,758 0.41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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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美光 428,634,868 人民币普通股 428,634,868

谭雄玉 84,724,968 人民币普通股 84,724,968

李晓辉 33,605,65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5,650

刘永峰 30,2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65,900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073,248 人民币普通股 20,073,248

王国菊 14,768,614 人民币普通股 14,768,614

周启宝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576,120 人民币普通股 9,576,120

夏重阳 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82,758 人民币普通股 5,782,7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谭雄玉与王国菊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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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比例：%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453,205,488.03 218,074,398.99 107.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时损益的金融资

产

4,751,831.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4,799,670.89 138,655,221.89 40.49

短期借款 275,225,200.00 158,890,200.00 73.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287,161,400.00 -1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24,290,099.22 334,617,460.70 56.68

应交税费 81,823,032.14 57,564,529.25 42.14

预收款项 49,363,844.52 24,425,182.71 102.10

其他应付款 63,653,611.32 160,133,412.88 -60.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07,017,500.00 27,041,008.80 2,514.61

长期应付款 681,756,510.23 1,293,593,398.80 -47.30

变动原因说明：

1. �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Lane� Xang�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LXML）因现金流强劲，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根据新的会计准则，

将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并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对分宜长信汇智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的投资，转入该科目核算及其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LXML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雄风环保）、控

股子公司LXML办理银行借款所致；

5.�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偿还全部黄金租赁

融资所致；

6.�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雄风环保、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五龙黄金）及控股子公司LXML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LXML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主要系五龙黄金、赤峰华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泰矿业）支

付已结算工程款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托克提供的贸易融资一年内到期的部分转入

所致；

11.�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原因同（10）。

2.�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利润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比例：%

项目 本期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68,351,587.53 473,717,788.81 209.96

营业成本 1,263,099,507.81 397,865,019.47 217.47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087,822.67 5,098,530.62 607.81

销售费用 8,447,880.42 723,355.68 1,067.87

管理费用 47,567,709.78 21,783,192.74 118.37

资产减值损失 2,056,084.88 -6,985,120.1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422,131.45 -5,956,233.10

投资收益 -10,714,177.92 163,136.96 -6,667.60

资产处置收益 -3,432.16

其他收益 841,765.00 13,137,162.67 -93.59

营业外收入 4,766,543.80 12,910,650.32 -63.08

营业外支出 63,079.93 30,200.00 108.87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矿山子公司销售增加及控股子公司LXML纳入

合并，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金额较大所致；

2.�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LXML纳入合并，其税金及附加金额较大所

致；

3.�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LXML纳入合并，其销售费用金额较大所致；

4.�管理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LXML纳入合并，其管理费用金额较大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雄风环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上期增加所致；

6.�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归还融资租入黄金产生损失较上期增加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及雄风环保黄金租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亏损所致；

9.�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雄风环保收到增值税返还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雄风环保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11.�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华泰矿业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3.�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现金流量表项目及变动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比例：%

项目 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43,203,331.84 656,950,097.94 134.90

收到的税费返还 261,576.21 13,137,162.67 -98.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96,497,696.23 218,722,721.42 355.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0,809,642.35 28,147,784.22 258.1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837,956.74 70,790,625.43 -74.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827,097.29 74,216,945.89 77.62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6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1,586.86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981,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4,711,043.49 44,251,725.67 46.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6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067,370.8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9,067,335.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6,754,375.00 100,000,000.00 76.7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8,658,492.24 637,189,645.14 -53.13

变动原因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矿

山子公司销售增加及控股子公司LXML本期纳入合并，其相应项目金额较大所致；

2.�收到的税收返还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雄风环保上期收到增值税退税所致；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LXML本期纳入合并，其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金额较大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全资子公司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隆矿

业）代收代缴个人所得税较上期减少所致；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6.�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安徽广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广源

科技）收回理财款项所致；

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广源科技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处置报废

车辆所致；

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LXML

本期纳入合并，其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金额较大所致；

10.�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广源科技本期支付理财产品款项所致；

11.�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控股子公司LXML本期纳入合并，其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较大所致；

1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雄风环保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偿还贸易融资所致；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主要系上期偿还到期黄金租赁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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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发行股份购买赵美光、孟庆国、瀚丰中兴持有的瀚丰矿业100.00%股权，并以询

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1,

000万元（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

易的详情， 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发布于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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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晓兆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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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崔维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先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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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1,273,523.65 8,220,804,430.63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978,204,992.06 4,027,258,875.3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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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61,995.16 179,454,891.33 -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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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6,426,737.71 4,701,888,364.14 1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053,883.31 99,830,957.41 -14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2,447,398.11 68,251,185.17 -20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3 2.94 减少4.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1 -1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1 -1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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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8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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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1,161.9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383,929.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4,741.67

所得税影响额 -8,370,197.68

合计 23,393,5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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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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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91,075,961 71.99 691,075,96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崔维星 43,009,184 4.48 43,009,184 质押 25,000,000 境内自然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诚

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8,594,583 2.98 0 无 0 其他

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9,479,612 2.03 0 无 0 其他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10,440 1.39 0 无 0 其他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0,421,092 1.09 0 无 0 其他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9,599,977 1.00 0 无 0 其他

苏州钟鼎创业二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8,600,000 0.90 0 无 0 其他

郭续长 8,256,000 0.86 8,256,000 质押 8,256,000 境内自然人

天津瑞荣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918,220 0.5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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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诚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94,583 人民币普通股 28,594,583

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479,612 人民币普通股 19,479,612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310,44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0,440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0,421,092 人民币普通股 10,421,092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9,599,977 人民币普通股 9,599,977

苏州钟鼎创业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0

天津瑞荣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18,220 人民币普通股 4,918,22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海峡投资管理（昆山）有限公司－昆山海峡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72,350 人民币普通股 4,172,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第一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东崔维星控制

的公司；

（2）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宁波诚致鑫鼎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且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同一核心管理团队设立的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为宁波诚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瑞投

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股东出具的一致行动声明，中

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诚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3）根据股东出具的一致行动声明，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苏

州钟鼎创业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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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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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8,100,000.00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调

整报表项目列示所致， 详见四、 附录

4.2。

其他流动资产 369,105,690.68 578,135,560.09 -36.16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调

整报表项目列示所致， 详见四、 附录

4.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12,973,422.31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调

整报表项目列示所致， 详见四、 附录

4.2。

长期股权投资 117,712,425.93 57,690,627.05 104.04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联营企业股权投

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12,170,892.78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调

整报表项目列示所致， 详见四、 附录

4.2。

在建工程 29,475,935.64 233,018.90 12,549.59

主要是报告期内设备工程投入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4,203,308.94 101,494,836.45 140.61

主要是受春节假期影响， 部分子公司

亏损所致。

短期借款 1,917,379,889.50 1,000,671,190.00 91.61

主要是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

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6,566,789.10 121,570,242.90 45.24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产

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2,767,042.55 20,030,948.38 -86.19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1,301,078.50 21,705,192.48 -47.93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结构变化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1,862,774.64 31,102,559.26 -170.29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4,761,995.16 179,454,891.33 -230.82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7,539,572.04 -183,595,963.97 -595.84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现金净额流

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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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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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崔维星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56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7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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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向全体董事以邮件等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维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

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崔维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汤先保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崔维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

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缪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二。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韩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见附件三。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附件一：财务负责人候选人简历及情况介绍

汤先保，男，198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汤先保先生2005年7月至

2007年11月在上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历任职员、人事经理、高级经理，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任成都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人事高级经理，2008年7月起在本公司历任薪酬绩效管理部高级经理、总监、高级总

监、集团副总裁兼资本运营本部总裁，副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9年4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附件二：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简历及情况介绍

缪衍，男，1988年8月出生，先后取得西南政法大学学士学位，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硕士学位，中国国

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缪衍先生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历任上海精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师、经理，2013年8月至今历任本公司经理、高级经理、总裁助理、资本运营本部高级总监。

附件三：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简历及情况介绍

韩爽，女，1993年2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韩爽

女士2017年8月至今历任上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中级税务风险分析员、高级证券事务专员。

证券代码：

603056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8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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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汤先保先生和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秦品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汤先保先生因工作职责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秦品强先生因工作职责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调

任至集团结算中心担任高级总监。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汤先保先生和秦品强先生

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汤先保先生和秦品强

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崔维

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缪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韩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简历附后），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上述人员均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2019年4月10日公司原财务负责人单剑林先生辞职，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崔维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汤先保

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316号

联系电话：021-39288106

传真号码：021-39288110

电子邮箱：ir@deppon.com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1、汤先保，男，198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汤先保先生2005年7月至

2007年11月在上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历任职员、人事经理、高级经理，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任成都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人事高级经理，2008年7月起在本公司历任薪酬绩效管理部高级经理、总监、高级总

监、集团副总裁兼资本运营本部总裁，副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9年4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缪衍，男，1988年8月出生，先后取得西南政法大学学士学位，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硕士学位，中国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缪衍先生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历任上海精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师、经理，2013年8月至今历任本公司经理、高级经理、总裁助理、资本运营本部高级总监。

3、韩爽，女，1993年2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韩

爽女士2017年8月至今历任上海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中级税务风险分析员、高级证券事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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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岳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建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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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9,769,671.44 17,298,921,728.72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15,719,711.13 9,092,477,409.92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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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42,229.81 432,887,348.57 -143.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70,429,779.05 623,850,538.39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116,506.84 183,722,020.38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98,416,477.37 179,783,209.00 1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09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6 0.0669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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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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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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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5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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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4.14

所得税影响额 -208,244.79

合计 700,0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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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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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季度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42,639,060.96 469,519,001.85 143.36

主要本期应收通行费分配收入款项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554,087.00 908,877.97 70.99

主要是泉厦管理公司预付工程款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97,5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62,555,352.56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879,758.99 423,137.72 107.91 主要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24,200,407.15 74,612.78 166,359.96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2019年一季度利润及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原因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520,660.43 -100.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各项金融工

具减值准备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核算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78,328.94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各项金融工

具减值准备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核算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31,725.30 5,426,993.14 -69.93 主要是本期路政赔补偿收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9,842,229.81 432,887,348.57 -143.85 主要是本期收到通行费收入款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24,002.82 -93,613,694.49 90.04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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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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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岳峰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9-005

债券代码：

122431

债券简称：

15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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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8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的董

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建高速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07）。

二、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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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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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8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的

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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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二、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1、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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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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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四项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 2017�年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

融工具列报》等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2019年1

月1日开始执行。

（三）变更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

工具列报》，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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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由“四分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

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

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4）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

息，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等，涉及公司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重新分类及计量。 公司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在编制2019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调整当年年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

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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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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