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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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蔡剑江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会计师肖烽先生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总经理詹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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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524,188 294,253,553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118,117 93,505,857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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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6,790 5,935,389 -2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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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5,757 32,554,019 -4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05,210 2,722,816 -27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83,411 2,650,507 -28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3.07 减少8.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0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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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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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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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836

所得税影响额 -42,735

合计 7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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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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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952,236,697 40.98 0 冻结 127,445,536 国有法人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2,633,725,455 18.13 0 无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687,594,428 11.62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6,334,920 10.72 0 冻结 36,454,464 境外法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466,583,102 3.2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302,365 2.14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660,584 0.5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981,101 0.44 0 无 0 国有法人

蒋宏业 28,000,000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010,711 0.1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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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952,236,697 人民币普通股 5,952,236,697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2,633,725,4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2,633,725,455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687,594,428 境外上市外资股 1,687,594,428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6,334,9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482,92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852,000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466,583,102 人民币普通股 466,583,1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302,365 人民币普通股 311,302,36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660,584 人民币普通股 74,660,584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981,101 人民币普通股 63,981,101

蒋宏业 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10,711 人民币普通股 27,010,7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中

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51.70%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

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其持有本公司1,687,594,428股H股中不包

含代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166,852,000股。

2、 依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2009]94号）和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

（2009年第63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的127,445,536和36,454,464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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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航空需求锐减。 本集团在此特殊时期，最大限度

保护旅客与员工的健康与安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障防疫人员及物资运送，展现载旗航

空使命担当。 本集团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动态优化运力投入，精细化营销把控，优化收益管

理，强化成本控制，积极寻求增利空间，通过国内国际联动、客运货运联动、资源保障联动等

举措，努力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但鉴于疫情对民航运输业的严重冲击，2020年一季度，本

集团营业收入为172.5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48.05亿元。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存货 2,797,373 2,098,673 33.29

主要是在产品及航材消

耗件增加

短期借款 26,701,346 13,566,403 96.82

主要是本报告期新增借

款的影响

应付短期融资债券 10,029,905 7,381,933 35.87

主要是本报告期发行短

期融资债券的影响

应付票据 1,010,000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的影响

国内票证结算 50,893 3,706,816 -98.6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

告期末未承运票证减少

国际票证结算 2,544,829 6,273,484 -59.4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

告期末未承运票证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905,759 3,196,108 -40.37

主要是支付员工薪酬及

缴纳企业年金的影响

应交税费 645,763 1,255,056 -48.55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缴

纳企业所得税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02,908 -14,562 2,866.85

主要是本报告期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增加的影响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255,757 32,554,019 -46.99

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 本报告期运输

周转量下降的影响

销售费用 1,064,170 1,655,505 -35.72

主要是随运输量下

降， 本报告期代理业

务手续费及电脑订座

费相应减少

其他收益 999,269 704,118 41.92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

确认疫情防控期间相

关支持性政策影响

投资收益 -1,238,000 309,911 -499.47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的

联营企业本报告期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业

绩下降

所得税费用 -1,172,789 848,053 -238.29

本报告期确认可抵扣

亏损对应递延所得税

费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1,619,620 31,766,329 -63.42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同

比下降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374,432 1,546,956 53.49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一子公

司本期吸收存款同比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618,697 1,685,285 -63.29

由于本期支付的税费同比

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811,387 1,559,059 80.33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的飞

机预付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9,000,000 5,700,000 57.89

由于本期发行债券同比增

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321,878 786,183 1,848.89

由于本期新增借款同比增

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71,740 5,311,612 -62.88

由于本期偿还债务同比减

少

偿还债券支付的现金 5,300,000 1,400,000 278.57

由于本期偿还债券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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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航空业的影响延续至下一报告期，则预计本集团年初

至下一报告期末业绩将受到重大影响。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剑江先生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0-02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

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告）。

（二）关于公司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并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对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发动机替

换件折旧方法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是合理的，同意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0-027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和资料已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

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告）。

（二）关于提名段洪义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提名段洪义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段洪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决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变更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联席公司秘书由谭雪梅女士变更为禤浩贤先生，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变更联

席公司秘书相关的手续。

（四）关于公司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批准公司对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段洪义先生简历

段洪义先生，57岁，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持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哈尔滨电气股

份公司计财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兼汽轮机公司副总经理、动力科贸公司副董事长等

职务；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哈尔滨电气股份公司董事、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公

司董事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光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年11月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2020年3月任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0-02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计估计变更日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主要为对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的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的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不会对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往各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公司根据

2020年1至3月发动机实际执行的飞行小时数据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公司2020年

1至3月合并税前利润约人民币4.20亿元， 该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影响，实际执行飞行小时同比下降所致。

一、概述

随着公司机队管理经验的积累以及发动机运行监控技术手段的完善，为更加客观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准确的财务信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并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对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关于发

动机替换件的折旧方法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变更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内容及日期

对于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与发动机大修相关的发动机替换件，公司原采用年限平

均法计提折旧。 通过评估发动机替换件的实际消耗模式和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

公司认为发动机替换件的消耗与实际执行的飞行小时更为直接相关，将发动机替换件的折

旧方法变更为工作量法能够更为真实反映资产实际消耗情况，更加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的变更对比详见下表：

变更前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发动机替换件 3-15年 - 6.67%-33.33%

变更后 预计飞行小时 预计净残值率 千小时折旧率

发动机替换件 9-43千小时 - 2.33%-11.1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

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由于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公司2020年度发动机实际执行的飞行小时数，因此无法测算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公司根据2020年1至3月发动机实际执

行的飞行小时数据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公司2020年1至3月合并税前利润约人民

币4.20亿元，该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实际执行飞行小时同比

下降所致。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议，认为本公司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并充分考虑行业特点和

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对固定资产及使用权资产中，发动机替换件折旧方法的会计估计

进行变更是合理的，同意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出具了《关于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0-029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刘铁

祥先生递交的辞呈。刘铁祥先生因工作调整，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副总裁职务。该辞任即日起

生效。

刘铁祥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

辞任的其他事宜。 董事会对刘铁祥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0787

公司简称：中储股份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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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铁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艳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盛在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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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5,681,687.19 20,349,044,768.56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15,970,261.66 11,194,284,193.3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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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26,022.68 -693,024,1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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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0,974,550.26 9,927,192,805.86 -2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00,870.79 28,643,127.63 2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836,382.70 16,201,513.26 10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84 0.2597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13 30.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2930 0.1469 增加0.1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1 0.0074 104.05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部分合营企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本公司

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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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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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927.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1,114,6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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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0,860.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8,88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3,579.85

所得税影响额 -1,040,302.75

合计 3,964,4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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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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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1,006,185,716 45.74 0 无 国有法人

CLH�12（HK）Limited 339,972,649 15.45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985,249 4.68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834,736 1.1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87,100 0.96 0 未知 其他

北京阿特斯投资有限公司 11,536,665 0.52 0 未知 其他

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公司－自有资

金

9,781,921 0.44 0 未知 其他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8,798,800 0.40 0 未知 其他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

自有资金

8,378,325 0.38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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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9,441 0.37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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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1,006,185,716 人民币普通股 1,006,185,716

CLH�12（HK）Limited 339,972,649 人民币普通股 339,972,64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985,249 人民币普通股 102,985,24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834,736 人民币普通股 24,834,7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87,100

北京阿特斯投资有限公司 11,536,665 人民币普通股 11,536,665

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公司－自有资金 9,781,921 人民币普通股 9,781,921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8,7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798,800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自有资金 8,378,325 人民币普通股 8,37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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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9,441 人民币普通股 8,189,4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说明： 上表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票 29,721,45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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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924,725,358.36 1,871,543,222.92 56.2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资金储备较多所致

预付款项 1,300,173,474.67 869,794,684.95 49.4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受疫情影

响，采购环节周期加长所致

存货 2,057,713,507.47 1,192,458,987.73 72.5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受疫情影

响，存货周转速度减慢所致

预收款项 939,931,225.49 -100.00

主要原因为根据新会计准则调

整报表列式所致

合同负债 1,478,592,988.43

主要原因为根据新会计准则调

整报表列式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6,046,430.89 141,891,896.31 -53.4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去年

底计提的绩效工资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427,504,632.97 1,014,189,892.22 237.9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新发行超

短期融资券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61,797,809.97 -8,053,158.40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部分合营

企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60,400,014.88 569,552,338.46 51.0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较多

关联企业往来暂借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261,511,001.82 152,247,849.33 71.7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项目

工程款较多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39,200,000.00 172,000,000.00 -77.2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部分控股

公司吸收小股东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3,731,965,609.75 305,803,671.82 1,120.3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113,082,329.35 2,448,358,324.82 -54.54

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偿还到期

债务较多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7,463,620.42 93,213,588.73 -81.26

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到期债务

较多,因此支付较多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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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睿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卉” ）因合同纠纷向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 ）起诉本公司、本公司大连分公司、第三人大连中稷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公司” ），要求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4,838.74

万元。 后来上海睿卉撤诉，然后在朝阳法院再次起诉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第三人中稷公

司， 要求本公司及大连分公司赔偿其借款本金损失2,100万元及利息、 逾期还款违约金损

失。 朝阳法院判决本公司、本公司大连分公司对（2014）朝民初字第23177号民事判决确认

的债务经强制执行后，原告上海睿卉的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驳回

原告上海睿卉的其他诉讼请求。 详情请查阅2020年4月15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目前，公司已按照法院判决履行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向原告上海睿卉支付1660.21万

元。

（2）公司其他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详情请查阅2020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储股份2019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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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铁林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87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2020-025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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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文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

铁林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0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

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情请查阅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一条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为：

“第十一条 会议的召开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有关董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出席会议

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人数要求时， 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

告。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 会

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一条 会议的召开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有关董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出席会议

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人数要求时， 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

告。

监事、纪委书记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应当列席董事

会会议。 会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

作细则〉的议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五条进

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为：

“第十五条 审计工作组成员可列席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必要时亦可邀请公司

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五条 审计工作组成员、纪委书记可列席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必要时亦

可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修订后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第十六条进行如下修

订：

原条款为：

“第十六条 提名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可邀请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六条 纪委书记可以列席会议，提名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可邀请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修订后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议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六条进行如

下修订：

原条款为：

“第十六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六条 纪委书记可以列席会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修订后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工

作细则〉的议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十四条进行如

下修订：

原条款为：

“第十四条 战略与投资评审工作办公室成员可列席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会议，必要

时可以邀请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四条 战略与投资评审工作办公室成员、纪委书记可列席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

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修订后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10人，反对票0，弃权票0。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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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八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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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八届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7日以电子文件方式

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姬书明先生主持，应到监

事3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

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1、《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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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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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人，反对票0，弃权票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决定对《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款为：

“第十条 会议的召开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相关监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出席会议

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人数要求的，其他监事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列席监事会会议。 ”

现修订为：

“第十条 会议的召开

监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相关监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出席会议

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人数要求的，其他监事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纪委书记可以列席监事会会议，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应当列席监事会会议。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人，反对票0，弃权票0。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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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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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0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87 中储股份 2020/5/15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1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45.74%股份的股东中国

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在2020年4月2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

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临时提案已经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储股份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情

请查阅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临2020-025号）。

（2）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临时提案已经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储股份监事会八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

情请查阅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八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026

号）。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20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本公司会议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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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日

至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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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董事会报告 √

2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3 监事会2019年工作报告 √

4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

6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7 关于2019年度审计费用支付标准的议案 √

8

关于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

9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第1、2、4、5、6、7、8、9项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3、5、6项议

案已经公司监事会八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于2020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以上第10项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11项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

八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韩铁林、薛斌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董事会报告

2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监事会2019年工作报告

4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6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 关于2019年度审计费用支付标准的议案

8

关于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9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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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