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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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洪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建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翠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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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1,032,907 13,117,729,052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元）

9,900,902,802 9,606,099,36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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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100,175 -6.22% 3,526,374,960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元）

125,557,834 -6.24% 728,961,623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702,422 8.31% 672,193,117 -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元）

-- -- 645,331,713 -1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5.26% 1.06 -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5.26% 1.06 -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0.12% 7.38%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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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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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0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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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8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52,5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196,0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610

合计 56,768,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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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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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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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40%

345,473,

856

0 - 0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3.08% 21,090,219 0 -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15,440,794 0 - 0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FOCUS�FD

境外法人 2.22% 15,241,826 0 - 0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7% 8,732,233 0 - 0

FIDELITY� PURITAN� TRUST: �

FIDELITY� SERIES� INTRINSIC�

OPPORTUNITIES�FUND

境外法人 0.93% 6,350,762 0 -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76% 5,207,553 0 -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4,761,200 0 - 0

VANGUARD�EMERGING�MARKETS�

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55% 3,788,487 0 - 0

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PLC

境外法人 0.55% 3,779,202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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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

473,856

GAOLING�FUND,L.P. 21,090,2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90,

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440,794 人民币普通股

15,440,

794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5,241,82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41,

826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8,732,2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8,732,

233

FIDELITY�PURITAN�TRUST: �FIDELITY�SERIES�

INTRINSIC�OPPORTUNITIES�FUND

6,350,7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6,350,

762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5,207,553 境内上市外资股

5,207,

55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

20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FUND

3,788,4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88,

487

FIDELITY�CHINA�SPECIAL�SITUATIONS�PLC 3,779,202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79,

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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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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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与年初相比，应收票据下降100%，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调整到应收款项融资所致；应收账

款下降18.12%，主要是销售业务中的直供业务减少，导致赊销减少所致；应收利息增长107.65%，主要是定期

存款到期，一次性收取利息所致；应付账款下降20.34%，主要是支付了前期欠款所致；预收款项下降29.42%，

主要是公司生产效率提高，收款后供货期缩短，累积的预收货款金额下降所致；应付利息增长389.91%，主要

是公司境外企业需要一次性支付到期贷款利息所致；递延所得税负债下降25.15%，主要是非同一控制企业

合并资产评估增值摊销引起所致。

2019年前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财务费用下降29.91%和利息费用下降29.42%，主要是本年收到林

业贷款贴息所致；营业外收入增长30.57%，主要是销售下脚料等废品收入增加所致。

2019年第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财务费用下降26.68%，主要是利息收入增长所致；利息收入上升

187.05%，主要是定期存款和通知存款增加所致；其他收益下降83.38%，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增长739.26%，主要是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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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烟台张

裕集团

有限公

司

解决同

业竞争

非同业竞争

1997年05月

18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行

烟台张

裕集团

有限公

司

明确商

标使用

费用途

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每年由

本公司支付给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

司的张裕等商标使用费由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用于宣传张裕等

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1997年05月

18日

无限期

根据《商标许

可 使 用 合

同》， 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

司每年收取的

商标使用费主

要用于宣传张

裕等商标和本

合同产品。 除

2013 年 至

2017年， 未严

格 履 行 承 诺

外,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公司

一直在履行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约定，张裕集团承诺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张裕集

团的商标使用费由张裕集团主要用于宣传本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但上述“主要” 二字不是明确

的数字，在执行过程由于理解不一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合同执行出现问题。

张裕集团2013年至2017年共收取商标使用费420,883,902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

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214,650,790元， 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50,

025,181元， 差额164,625,609元；2018年和2019年已收取2017年和2018年商标使用费155,

623,907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79,368,193元，已用于宣传张

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12,225,187元，差额67,143,006元。

2013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张裕集团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的商标使用费

差额累计231,768,615元。

张裕集团承诺：将上述差额以应收取的2019至2022年4个年度的商标使用费予以抵顶，如有

不足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一次性补齐，如有多余则从出现多余的年度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商标

使用费。

若张裕集团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将及时督促张裕集团履行承诺，并

要求其采取向银行借款、变卖资产及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履行承诺。

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9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的

公告》。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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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06日 其他 个人

公司披露的 《2019年9月6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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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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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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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谭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剑辉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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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690,045,

490.19

11,730,596,

322.29

11,725,155,290.55 8.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321,452,

750.96

6,139,876,

820.16

6,139,876,820.16 2.96

年初至报告期

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1-9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70,299.14 19,421,755.83 19,308,995.42 -143.1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1-9月） （1-9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957,232,

488.30

3,244,825,329.88

3,243,841,

675.50

21.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8,187,

210.41

234,754,490.04

234,717,

253.42

52.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1,172,

404.93

163,655,977.17

163,618,

740.55

6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72 4.05 4.05

增加1.6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65 0.1288 0.1288 52.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65 0.1288 0.1288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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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6.60 -31,0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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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12,739.18 86,919,992.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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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908.13 482,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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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282.69 4,685,7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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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3.12 -1,803,154.81

所得税影响额 -2,210,822.04 -3,239,617.49

合计 32,716,871.44 87,014,8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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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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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1,385,957,098 76.05 1,385,957,098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一户

35,537,361 1.95 35,537,361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三组合

33,006,770 1.81 0 无 其他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信托成

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673,736 0.97 0 无 其他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14,215,500 0.7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4,215,500 0.78 0 无 国有法人

学习出版社有限公

司

7,161,902 0.3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金科创主

题3年封闭运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097,827 0.33 0 无 其他

范伟琦 5,603,000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欧基金－兴业银

行－上海兴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4,366,800 0.2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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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006,77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6,77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

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673,736 人民币普通股 17,673,73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4,2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5,500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2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5,500

学习出版社有限公司 7,161,902 人民币普通股 7,161,9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金科创主题3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97,827 人民币普通股 6,097,827

范伟琦 5,6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3,000

中欧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4,3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6,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0,600

珠海拓朴投资有限公司 3,7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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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率

（%）

主要变动分析

应收票据 1,578,651.85 3,863,740.47 -59.14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收款所致

应收账款 968,661,379.23 666,229,289.50 45.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尚未收回的销

售款项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00,000.00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分类

为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99,561,856.55 346,843,199.46 44.03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与预付

款项相关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31,100,547.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应收定

期存款的利息

其他流动资产 70,967,552.70 602,789,282.63 -88.23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原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

类产品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并于期末收回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491,486.79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产品分类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618,339.55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产品分类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开发支出 37,817,722.86 9,053,158.71 317.73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支出业务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短期借款

所致

应付票据 45,508,578.51 30,387,913.95 49.76

系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759,558,917.09 525,551,001.43 44.53

本公司之子公司与预收款项相

关业务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7,627,574.64 87,440,108.68 -56.97

主要系报告期缴纳了年初税费

所致

应付利息 63,625.00 1,560,000.00 -95.9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年初应付

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6,843,817.40 1,128,817.40 506.28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子公司

向少数股东分配且尚未支付的

股利所致

长期借款 493,901,581.02 223,701,581.02 120.79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的长期委

托贷款所致

利润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率

（%）

主要变动分析

研发费用 20,042,839.15 14,534,819.39 37.90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支出业务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24,872,183.38 -2,273,129.49 5,393.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应收定

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159,471,466.55 26,497,518.49 501.84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应收定

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751,040.27 54,142,489.83 -81.99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0,238.84 7,964.28 1,033.04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取得

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34,221.48 9,716,475.98 -61.57

主要系上期本公司之子公司预

计诉讼赔偿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492,977.81 11,927,406.25 55.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

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

主要变动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783,923.94 30,824,422.89 -42.3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税

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650,000,000.00 4,498,928,536.47 47.81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理

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增

加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03,341,954.22 53,097,623.82 94.6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存

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95,141,633.15 166,789,772.57 -42.96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长期

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46,611.11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无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

金流出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0,200,000.00 35,100,000.00 669.80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的长

期委托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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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跃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949

证券简称：中国出版 公告编号：

2019-03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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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新闻出版》

的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去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去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去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去年

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一

般

图

书

397,

646.94

515,

063.25

29.53

170,

202.25

207,

574.75

21.96

99,

159.46

126,

086.64

27.16 41.74 39.26

-2.

48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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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晏志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定乾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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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74,721,860.34 713,253,143,812.11 1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603,931,959.01 86,126,443,285.15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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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9,010,073.73 -8,005,224,302.48 -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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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98,482,791.94 195,461,615,166.33 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7,680,378.17 6,050,930,484.75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149,716,367.51 5,521,577,245.80 -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7.60

减少0.8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27 0.3767 -3.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27 0.3767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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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43,822.79 311,218,0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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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89,570.62 165,505,5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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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7.75 2,685,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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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45.24 17,609,4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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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654.78 -3,591,554.1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99,371,693.75 268,335,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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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185.97 -31,009,3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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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8,647.61 -22,990,219.03

所得税影响额 -18,610,287.44 -39,798,169.37

合计 324,592,316.29 667,964,0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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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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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579.03亿元，占总资产7.13%，较年初数增长32.05%，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增长

导致的已结算未回收款项增加。

存货期末账面价值1,661.81亿元，占总资产20.47%，较年初数增长23.74%，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增长导

致的工程承包项目已完工未结算、房地产开发成本等增加。

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1,647.14亿元，占总资产20.29%，较年初数增长16.59%，主要是BOT/PPP项目

投资形成的特许经营权规模增加。

预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1,142.63亿元，占总资产14.07%，较年初数增长13.78%，主要是预收商品房等销

售款增加及工程承包项目预收款增加。

长期借款期末账面价值2,309.80亿元，占总资产28.45%，较年初数增长28.74%，主要是随着商业模式变

化，融资规模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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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总额为人民币3,859.36亿元，同比增长3.23%。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

合同额为人民币2,819.02亿元， 同比增长9.93%； 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为1,040.34亿元， 同比减少

11.41%。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为人民币1,184.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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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晏志勇

日期 2019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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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负责人陈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云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霍恩宇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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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004,894.00 1,031,784,519.97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4,779,976.76 634,932,045.7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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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7,395.87 -125,975,424.0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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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90,141.72 404,647,302.97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79,673.46 13,898,3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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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42,791.76 -21,512,062.3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2.1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4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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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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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5,714.30 4,385,714.30

处置部分无产证的旧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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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37.51 534,8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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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0.00 -146,67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415.12 -368,905.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91,677.13 1,391,470.84 辞退福利人员费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992.55 -47,128.86

所得税影响额 -455,758.96 -286,237.47

合计 5,785,292.31 5,463,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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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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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积极推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就

南六公路区域地块开发进行的前期报批筹划工作，公司将基于南六公路区域地块继续积极寻找潜在合作方，

未来规划将其打造成集生活、购物、工作、娱乐、文化艺术与一体的大规模、多功能综合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区。

2、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高空风能发电站绩溪项目，积极细化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项目的具体设计方案，

委托设计院进行工程设计，公司八届三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同意对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有限公司进

行分步增资并分期建设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站项目, 拟首期建设装机容量为10兆瓦, 投资概算为0.93亿

元,首期10兆瓦高空风能发电站已在安徽省绩溪县开工建设。 2019年4月16日，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同意对绩

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项目进行追加增资， 首期建设装机容量为10兆瓦的高空风能发电站项目投资概算从

0.93亿元追加至 1.75�亿元。 （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4月16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9-013））

3.2�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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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年完成瑞龙期货股权转让获得投资收益2769.2万元，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参股公司的股权转让；由

于公司需对重大重组项目终止后所产生的中介费用进行会计处理，预计净利润将会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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