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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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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8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

事13名，实际出席13名。

1.3�本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张金良、主管财务工作副行长张学文及财务会计部负责人刘玉成

声明并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上市交易所

A股 邮储银行 601658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邮储银行 1658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 PSBC�17USDPREF 4612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姓名 杜春野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邮政编码：100808）

电话 86-10-68858158

传真 86-10-68858165

电子信箱 ir@psbc.com

2.2�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行及子公司（统

称“本集团” ）合并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2.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31日

（经审计）

比上年末增减

（%）

资产总额 10,798,624 10,216,706 5.70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5,242,248 4,974,186 5.39

贷款减值准备 174,042 166,124 4.77

金融投资 3,876,105 3,675,030 5.47

负债总额 10,147,563 9,671,827 4.92

吸收存款 9,762,687 9,314,066 4.82

归属于银行股东的权益 650,038 543,867 19.52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6.00 5.75 4.35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目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三个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三个月

（未经审计）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72,171 68,426 5.47

净利润 20,105 18,549 8.39

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 20,094 18,520 8.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

利润

20,050 18,338 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5,756 346,421 (75.25)

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1) 0.23 0.2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1) 15.77 17.00

下降1.23个百

分点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本集团并无潜在摊薄普通股，

因此稀释每股收益与基本每股收益相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目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个月

政府补助 30

其他 32

小计 62

减：所得税影响数 (18)

合计 44

其中：

归属于银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4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2.2.2�按中国会计准则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

财务报表的报告期内净利润及股东权益无差异。

2.3�普通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288,073名 （其中包括285,255名A股股东及2,

818名H股股东），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东

性质

普通股股

份种类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56,385,820,786 64.83 55,847,933,782 -

国有

法人

人民币

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19,843,139,630 22.81 - 未知

境外

法人

境外上市外

资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41,900,000 3.84 3,341,900,000 -

国有

法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117,223,218 1.28 1,117,223,218 -

国有

法人

人民币

普通股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38,820,000 0.85 738,820,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461,030,000 0.53 461,030,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24,837,000 0.49 424,837,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343,983,000 0.40 343,983,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71,640,000 0.31 271,640,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212,773,000 0.24 212,773,000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人民币

普通股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

2020年3月31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注（2）：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3）：本行A股发行上市引入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战略配售投资者易方达3年封闭

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461,009,000股A股股票、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

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314,815,000股A股股票延期交付， 该部分股份已于

2020年1月8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后办理交付。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战略

配售投资者易方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持

股数量为461,009,000股、 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作为

战略投资者持股数量为424,837,000股。

截至报告期末，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

股份类别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9,843,139,6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537,887,004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2,539,226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10,834,944 人民币普通股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89,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80,1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337,19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220,52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9,924,853 人民币普通股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

2020年3月31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注（2）：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以及上述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境外优先股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或代持人）总数为1户。 本行前10名境外优先股

股东（或代持人）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股份

类别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The� Bank� of� New�

York�Depository

(Nominees) �

Limited

境外法

人

境外

优先股

- 362,500,000 100.00 - 未知

注（1）： 境外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

计。

注（2）：本次境外优先股为境外非公开发行，境外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为获配售人

代持人的信息。

注（3）：“持股比例” 指境外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

股份总

数的比例。

3.�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财务业绩

报告期内， 本集团实现净利润201.05亿元， 同比增长8.39%。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0.77%，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77%。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21.71亿元，同比增长5.47%。

利息净收入617.21亿元，同比增长4.38%。 净利差2.41%，净利息收益率2.46%。 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49.83亿元，同比增长1.53%。 成本收入比51.97%，同比下降0.23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107,986.2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5,819.18亿元，增长

5.70%。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52,422.4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680.62亿元，增长5.39%。 其

中，公司贷款18,645.18亿元，个人贷款28,699.78亿元，票据贴现5,077.52亿元。

负债总额101,475.63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757.36亿元， 增长4.92%。 吸收存款97,

626.8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486.21亿元，增长4.82%。 其中，公司存款11,705.35亿元，个人

存款85,894.77亿元。

股东权益合计6,510.6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61.82亿元，增长19.49%。

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451.18亿元，不良贷款

率为0.86%，拨备覆盖率为387.30%。

截至报告期末，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64%， 一级资本充足率12.03%， 资本充足率

14.57%，均满足监管要求。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57,984 28,373 104.36 存放同业定期业务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10,637 147,394 42.91 买入返售债券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9,235 310,161 35.1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债券和证券投

资基金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142 1,053 293.35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股

权投资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4,395 - 不适用

本期从央行借入专项扶贫和

疫情防控再贷款款项

拆入资金 44,193 25,796 71.32

根据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增加

拆入资金

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 79,989 - 不适用

本期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

其他综合收益 4,202 2,319 81.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估值增加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项目

截至2020年

3月31日

止三个月

截至2019年

3月31日

止三个月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2,645 4,029 (34.35)

同业投资业务产生的投资

收益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54 61 1,955.7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债券和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上升

汇兑损益 1,389 (264) 不适用

汇率波动形成汇兑收益增

加

其他收益 122 208 (41.35)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

营业外收入 79 46 71.74

因偶发事项产生的营业外

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45) (12) 275.00 对外捐款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1 29 (62.07) 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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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2020年1月8日

全额行使。按照本次发行价格5.50元/股，额外发行775,824,000股股票，增加的募集资金总

额为426,703万元。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5,947,988,

200股，本行股份总数为86,978,562,200股。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行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4.2.2�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核准， 本行于2020年3月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人民币8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本

行其他一级资本。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行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的公告。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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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经本行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度本行拟按照经审计的

母公司净利润的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60.68亿元；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人民

币121.66亿元；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部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普通股派发人民币2.102元（含税）。 以报告期末

本行普通股总股本86,978,562,200股计算，合计人民币182.83亿元（含税），占2019年合

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银行股东净利润的30%。 其中，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H股股息以港

币派发， 折算汇率为本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2019年度，本行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尚待本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5.�附录

5.1�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载于本报告附录一

5.2�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载于本报告附录二

6.�发布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

psbc.com）。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 网

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www.psbc.com）。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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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4月14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

际出席董事13名。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在取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按照下列各项条款及条件发行减记

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一）发行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600亿元（含600亿元）或等值外币。

（二）工具类型

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可用

于补充商业银行资本。

（三）发行市场

境内外市场。

（四）期限

债券存续期与本行持续经营存续期一致。

（五）损失吸收方式

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

（六）发行利率

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七）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八）决议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为保证本次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的顺利进行，本次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行长，在本次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的授

权有效期内，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

则下，单独或共同全权决定及办理本次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相关事宜，授权内

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的具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债券的发行时

间、发行方式、发行期次、发行规模、发行币种、发行利率、债券期限、发行市场及对象、资金

用途等；

2.办理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的所有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签署、执

行与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相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聘请中介机构，办理相

关监管机构报批手续等。

3. 该等授权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之日起至2022年12

月31日止。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行长，在减记型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存续期内，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付息、

赎回、减记等所有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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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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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于2020年4月17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

际出席监事9名，其中，陈世敏监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白建军监事出席会议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陈跃军监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监事会认为，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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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秀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蓓芹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邬岚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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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8,367,524.60 2,392,749,966.68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58,094,493.16 1,491,835,545.7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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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2,251.59 -54,461,576.56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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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31,796.61 340,679,302.54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870,122.25 -6,824,027.35 -35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905,141.48 -15,339,206.29 -17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0 -0.49 减少1.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3 -3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3 -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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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79.91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关

闭门店处置固定资产及装

修费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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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860.52 获取的政府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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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9,091.46

获得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收

益及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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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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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30

所得税影响额 -178.28

合计 12,035,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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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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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祖国际有限公司 118,791,000 49.5 0 无 0 境外法人

卓傲国际有限公司 24,830,480 10.35 0 无 0 境外法人

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20,457,825 8.52 0 无 0 境外法人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

民生通惠通汇6号资产管理产

品

1,200,000 0.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四川海之翼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海之翼一期管

理基金

1,000,666 0.4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卫东 968,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光大－融金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1,235 0.3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郑勇 640,2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4,075 0.26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荣良 619,300 0.2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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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祖国际有限公司 118,7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791,000

卓傲国际有限公司 24,830,480 人民币普通股 24,830,480

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20,457,825 人民币普通股 20,457,825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民生通惠通汇6号资

产管理产品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四川海之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之

翼一期管理基金

1,000,666 人民币普通股 1,000,666

吴卫东 9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8,00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融金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1,235 人民币普通股 941,235

郑勇 6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2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4,075 人民币普通股 624,075

周荣良 6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1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一致行

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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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 2019年12月 增减额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7,691.88 22,897.18 -5,205.30 -22.73 投资梦世界1.5亿导致资

金比年初减少

应收账款 7,443.71 5,482.80 1,960.91 35.76

信用期的增加及卡券销

售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增

加

预付款项 2,246.26 909.01 1,337.25 147.11

增加了端午节令原物料

预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50,733.94 23,258.18 27,475.76 118.13

本年增加的对梦世界置

业的投资

合同负债/预收账款 69,590.66 64,539.98 5,050.68 7.83

卡券销售增加所致 （因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故两个科目并分析）

应付职工薪酬 3,535.98 6,828.09 -3,292.11 -48.21

支付了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金

其他应付款 18,889.86 6,923.21 11,966.65 172.85

其他应付款中含有尚未

支付梦世界的投资款1.3

亿元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第一季度

2019年

第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率（%） 说明

营业收入 31,393.18 34,067.93 -2,674.75 -7.85 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2,176.57 11,833.89 342.68 2.90

因产品升级导致成本略

有上升

投资收益 -63.77 735.93 -799.70 -108.67

受梦世界亏损影响，确

认的亏损较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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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3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参

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祖

梦世界” ） 增资4,000.00万美元 （其中2,000.00万美元作为元祖梦世界的注册资本，2,

000.00万美元作为资本公积，按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7.00计算，折合人民币28,000.00万

元）。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

所涉及的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沪众

评报字[2019]第0831号），以2019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元祖梦世界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72,633.88万元。 经双方协商确定，增资前元祖梦世界整体评估值定为人民币172,633.88

万元，增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元祖梦世界30.45%的股份。

2020年1月1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元祖投资

有限公司、元祖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

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生效。

2020年3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元祖梦世界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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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秀琬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86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0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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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20年4月28日9:30以现场与视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0

年4月25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及列席会议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秀琬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现场出席董事2名，视讯出席董事7人

（董事郑慧明、苏嬉萤、陈兴梅、肖淼、王名扬、黄彦达、王世铭以视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元祖股份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元祖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元祖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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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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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

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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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

为使公司会计政策与上述规定保持一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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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新收入准则

1、具体内容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

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

（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工具准则，并按照新收入

工具准则的规定编制2020年1月1日以后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根据衔

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1.�采用新收入准则对合同负债的影响

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预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合同负债。2020年期初，合并财务报表合同负债余额计人民币653,324,364.59元，母公

司财务报表合同负债余额计人民币968,503.18元。

2.�采用新收入准则对加盟费收入确认时间的影响

加盟费是指加盟商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向公司支付的一次性费用。在采用新收入准则

前，公司在与加盟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并授予特许经营权时一次性确认全部加盟费收入。

在新收入准则下，鉴于加盟商在其特许经营权有效期内，持续从公司向其提供的特许

经营权许可中取得并消耗特许经营权许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公司已识别出与加盟商签订的

特许经营权合同符合修订的收入准则中关于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因此，公司将

加盟费收入于特许经营期间内逐步确认。

公司合并报表中，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增加2020年期初合同负债计人民币7,924,528.07

元，增加2020年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计人民币1,981,132.02元，减少2020年期初未分配利

润计人民币5,943,396.05元。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本次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文件要求，

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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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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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第二十

三条相关规定，现将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

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渠道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渠道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直营 27,191.22 27,377.79 -0.68%

加盟 3,618.13 3,784.45 -4.39%

合计 30,809.35 31,162.24 -1.13%

2、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动

蛋糕 15,892.22 15,332.88 3.65%

中西糕点 13,150.01 13,292.59 -1.07%

水果 1,280.48 1,908.68 -32.91%

其他 486.64 628.09 -22.52%

合计 30,809.35 31,162.24 -1.13%

3、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区域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大陆地区 30,730.29 31,037.03 -0.99%

台湾地区 79.06 125.21 -36.86%

合计 30,809.35 31,162.24 -1.13%

二、报告期公司经营模式

1、蛋糕、中西式糕点、水果为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

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通过直营店销售的形式实现，直营店销售实现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保持在88%。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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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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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20年4月28日9:30以现场与视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于

2020年4月25日以电子邮件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子旗先生主持，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现场出席监事1名，视讯出席董事2人（监事杨子旗、李彦以视讯方式出

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文件要求，

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元祖股份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元祖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元祖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886

公司简称：元祖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