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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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晓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韵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秋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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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27,126,543.57 71,380,944,868.77 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397,033,253.70 23,023,383,566.03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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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1,584,649.48 -7,046,163,880.7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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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2,921,547.05 25,908,387,361.07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6,319,976.76 427,221,411.72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71,035,275.79 60,495,681.65 348.0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02 3.80 减少 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1 -4.76 

稀释每股收益 0.19 0.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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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1、公司于 2016年 1月发行 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报告期及上年同期存在稀释每股收益。 

2、上表中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

167,573,661.53 元，扣除永续债利息后，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8,746,315.23元，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上述主要财务

指标时均扣除了永续债及利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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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5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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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0,040.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1,666,9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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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9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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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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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309,813,412.50 主要系本期持有期货合约、外汇

合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处置

损益。公司合理运用期货及外汇

合约等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风险和汇率波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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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险，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健发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3,721,1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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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5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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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4,140.84  

所得税影响额 -84,388,824.39  

合计 255,284,7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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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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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88,273,377 32.39 0 
无 

0 国家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48,586,400 2.68 0 
无 

0 未知 

贺青平 8,980,000 0.49 0 无 0 未知 

方志林 7,165,200 0.39 0 无 0 未知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7,162,280 0.39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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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6,412 0.3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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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裕富沪

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617,200 0.31 0 

无 

0 未知 

张宇 4,899,500 0.27 0 无 0 未知 

彭鹏 4,777,100 0.26 0 无 0 未知 

郑怀东 4,600,000 0.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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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88,273,377 人民币普通股 588,273,3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5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86,400 

贺青平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方志林 7,16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165,200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7,162,280 人民币普通股 7,16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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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6,412 
人民币普通股 

6,576,4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裕

富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7,200 

张宇 4,8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4,899,500 

彭鹏 4,7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7,100 

郑怀东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

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以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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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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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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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衍生金融资

产 

1,234,569,055.88 668,517,824.48 84.67% 主要因公司持有的期货

合约期末公允价值浮动

盈利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051,416,834.67 5,759,478,364.22 57.16%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业务

发展良好，相应加大了

库存商品的采购规模，

导致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大幅增加 

应收质押保

证金 

930,939,675.50 58,821,696.00 1482.65% 主要因报告期子公司国

贸期货有限公司的客户

通过仓单质押充抵的期

货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9,128,406.89 14,016,777.39 -34.88% 主要因公司报告期初的

应收贷款利息于报告期

内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8,892,838,112.84 5,481,863,094.67 62.2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使用

暂时闲置的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589,669,525.95 7,756,005,887.29 62.3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的供

应链管理业务规模扩

大，融资规模相应增加

所致 

应付质押保

证金 

930,939,675.50 58,821,696.00 1482.65% 主要因报告期子公司国

贸期货有限公司的客户

通过仓单质押充抵的期

货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82,370,881.52 55,076,881.10 49.56%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融资

规模增加，期末计提的

应付利息相应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54,487,211.53 8,384,488.07 549.86%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应

付永续债持有者的股利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078,869,574.71 3,524,737,738.02 44.09%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应

付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往来

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234,733,618.55 540,381,610.42 128.49%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6,454,627,478.42 1,862,292,464.22 246.60%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短

期融资券增加50亿元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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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

负债 

395,082,848.07 274,639,520.49 43.86%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交

易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增加，相应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增加所致 

利润表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4,642,921,547.05 25,908,387,361.07 33.7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供应

链管理业务和房地产经

营业务的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33,110,444,747.07 25,133,919,753.55 31.74%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供应

链管理业务和房地产经

营业务的营业收入增

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7,474,167.29 23,408,095.90 615.4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确认

的房地产业务收入大幅

增加，相应土地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25,204,661.50 153,829,417.77 46.4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融资

规模扩大，相应的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191,664,685.94 278,681,775.68 -31.2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

准备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280,694,685.33 456,458,920.33 -38.5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持有

的外汇合约的公允价值

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3,274,877.03 248,921,506.17 -78.6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期货

合约的处置收益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311,655.00 6,946,706.64 -52.33%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赔偿

及违约金收入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77,612,387.57 -155,715,956.11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购买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现

金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36,818,989.32 7,402,765,887.71 61.2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营业

规模增长，公司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增加了超短

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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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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6年1月5日，公司公开发行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2,769,071,943.39元（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

（2016）第350ZA0004号《验资报告》）。 

2016年1月19日，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9号文同意，公司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贸转债”，债券代码“110033”，初始转股价

格9.03元/股。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105827”。 

2016年6月、2017年5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可转债进行了跟踪信

用评级，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同时维持“国贸转债”债项

信用等级为“AA+”。 

2016年6月、2017年7月，因实施二〇一五年度及二〇一六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公司转股价格

由初始的9.03元/股调整至8.81元/股。 

2016年7月5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2018年3月31日，累计共有

1,337,449,000元“国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51,802,494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9.12%。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62,55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52.23%。 

（2）公司下属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部分资产管理计划重大情况的进展 

2017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五只投向港股的资管产品（磐石成长

二号、磐石成长三号、磐石成长四号、咏溪一号、咏溪二号）净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在普通级

投资者提供差额补足承诺基础上，子公司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贸投资”）及本公司

为上述资管计划的部分优先级投资者提供了份额回购或差额补足承诺。由于普通级投资者未能立

即足额追加增强资金，该事件触发国贸投资及本公司的份额回购/差额补足义务。公司有权向普通

级投资者追索。 

截至2017年末，上述资管产品中除咏溪二号外的四只产品已完成清算，产品净值损失情况已

明确；咏溪二号因尚有一支市值约162万的停牌股票需待其复牌方能处置，尚未清算完毕，年末净

值为166万元，因咏溪二号份额为公司持有，后续不会发生财务支持损失。公司已为上述资管产品

期末净值不足以支付给优先级投资者份额的本金及预期收益部分承担了财务支持损失净额为

54,305.28万元。截至2018年4月26日，普通级投资者已累计追加资金4,018.52万元，同时普通级

投资者提供采矿权抵押及相关矿业公司的连带责任担保，和其他资源性公司的股权担保，并在持

续还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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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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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许晓曦 

日期 2018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