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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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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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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惠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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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4,445,131,407.82 75,974,721,544.69 75,974,721,544.69 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168,765,042.61 23,506,667,061.01 23,506,667,061.01 2.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79,989,659.62 

 

-6,007,419,233.44 -5,741,584,6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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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9,757,359,398.51 34,859,403,664.23 34,642,921,547.05 4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90,964,964.97 558,280,814.05 526,319,976.76 4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481,276,476.79 271,035,275.79 271,035,275.79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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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90 2.81 3.02 增加

2.09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4 0.22 0.20 54.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2 0.20 0.19 60.00 

 

说明： 

1、因公司于 2018年 12 月同一控制下合并厦门国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公司对 2018年一

季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相应进行了调整。 

2、公司于 2016年 1月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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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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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65,4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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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599,50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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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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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3,400.9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7,687,4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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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29,396.97 系公司取得联营企业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所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37,8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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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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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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86,1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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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合理运用期货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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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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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

产减值准备转回 

3,203,4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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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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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3,917.37  

所得税影响额 -110,179,259.94  

合计 309,688,4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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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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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116,090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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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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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6,915 0.71 0 

无 

0 未知 

贺青平 8,980,00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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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910,731 0.38 0 
无 

0 未知 

方志林 6,046,408 0.33 0 无 0 未知 

张宇 6,000,000 0.33 0 无 0 未知 

张海红 5,000,000 0.28 0 无 0 未知 

刘颖庭 4,670,00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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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116,090 人民币普通股 608,1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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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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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6,915 
人民币普通股 

12,956,915 

贺青平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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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10,731 人民币普通股 6,910,731 

方志林 6,046,408 人民币普通股 6,046,408 

张宇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张海红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刘颖庭 4,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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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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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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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9.3.31 2019.1.1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1,971,824,926.36 3,913,479,074.10 205.9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的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和结

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518,725,360.78 6,557,048,885.28 45.17%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供应链管理

业务发展良好，相应加大了库

存商品的采购规模所致 

应收质押保

证金 

401,629,332.00 138,268,208.00 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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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

资 

6,746,767,053.65 3,588,183,258.83 88.03%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完成对世纪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的股权受让手

续，长期股权投资相应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058,517,856.62 2,767,712,452.69 -61.7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完成对世纪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受让

手续，预付股权投资款从其他

非流动资产转至长期股权投资

所致 

短期借款 16,531,859,777.24 8,147,599,604.30 1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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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

负债 

2,919,433,300.10 1,229,460,150.00 137.46%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贵金属租赁

业务规模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

债 

402,075,481.26 643,160,321.58 -37.48%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期货合约

的浮动亏损减少所致 

应付质押保

证金 

401,629,332.00 138,268,208.00 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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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404,751,267.69 946,677,690.85 -57.25%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

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6,053,887,888.91 716,498,819.12 744.93%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短期融资

券增加54亿元所致 

预计负债 14,032,770.93 26,724,812.74 -47.49%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支付了预计

负债款项所致 

利润表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9,757,359,398.51 34,859,403,664.23 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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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7,758,229,532.28 33,281,834,591.29 43.5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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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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45,135.92 168,180,100.42 106.4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确认的房地

产业务收入增加，相应土地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61,437,260.21 241,012,258.30 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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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37,374.88 195,164,067.36 -45.0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30,302,500.13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将计提金融

工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信

用损失计入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42,223,400.90 30,402,849.14 38.88%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6,207,416.83 75,933,046.25 -279.38%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外汇合约的

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488,418,299.00 280,694,685.33 74.0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持有的期货

合约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8,687,557.75 3,374,241.00 5788.36%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取得联营企

业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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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所产生收益1.96亿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6,253,484.82 206,858,211.73 48.0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9年1-3月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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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459,282.09 -5,162,985,284.10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购买短期理

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的现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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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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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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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27”。 2016年6月、2017年5月及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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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因实施二〇一五年度、二〇一六年度及二〇一七年度利

润分配事项，公司转股价格由初始的 9.03元/股调整至8.61元/股。 

2016年7月5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2019年3月31日，累计共有

1,337,480,000元“国贸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51,806,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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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520,000元，占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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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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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2017年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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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普通级投资者已累计追加资金4,466.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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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国贸期货有限公司已就其出资认购的磐石成长三号份额向普通级投资

者、连带债务人以及担保人等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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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许晓曦 

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