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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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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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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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19,807,988.56 75,974,721,544.69 75,974,721,544.69 25.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284,113,611.42 23,506,667,061.01 23,506,667,061.0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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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74,445,727.26 -2,209,902,706.30 -1,721,482,1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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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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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调整前 （%） 

营业收入 162,959,928,936.26 145,693,124,859.39 145,112,483,868.15 11.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91,342,831.83 1,870,388,715.85 1,773,391,969.03 1.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01,573,539.24 1,111,964,326.25 1,111,964,326.25 -0.9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82 9.64 10.46 增加 1.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6 0.75 0.70 1.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1 0.70 0.6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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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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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56,6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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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486,1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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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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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635.17 68,3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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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6,144.86 88,948,73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62,788,153.56 85,129,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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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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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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2,584.62 22,982,4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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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42,829.40 667,772,5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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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608.52 21,521,6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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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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2,719.19 17,617,7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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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8,161.03 -37,986,972.52  

所得税影响额 -103,563,590.15 -272,313,783.11  

合计 333,901,975.86 789,769,2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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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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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23,390 33.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48,586,400 2.68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32,263 0.95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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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1,715 0.76 0 无 0 未知 

贺青平 8,980,000 0.49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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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

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499,965 0.47 0 无 0 其他 

梁宏丽 7,593,658 0.42 0 无 0 未知 

郑怀东 7,550,00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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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林 6,800,00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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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23,390 人民币普通股 615,52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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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32,263 人民币普通股 17,33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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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1,715 人民币普通股 13,751,715 

贺青平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兴证

资管阿尔法科睿 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8,499,965 人民币普通股 8,499,965 

梁宏丽 7,593,658 人民币普通股 7,593,658 

郑怀东 7,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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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林 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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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系公司控股股东厦

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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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报告期内，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减持公司股票。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

票账户开通证券转融通出借业务，其在报告期内累计出借公司股票 2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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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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月1日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448,864,908.14 3,913,479,074.10 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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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 1,265,495,648.58 477,766,103.99 164.88%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期

货合约的浮动盈利增加

所致 

应收票据  222,521,158.00 -100.00% 主要因报告期子公司厦

门国贸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因保理业务收到的商

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收质押保证

金 

55,618,288.00 138,268,208.00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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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保证金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1,455,118,394.47 883,828,176.63 64.64%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金

融板块一年内到期的委

托贷款业务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688,979,207.62 3,588,183,258.83 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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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对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增资，长期股

权投资相应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920,515,161.19 570,265,832.25 61.4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非上

市权益工具投资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354,722,483.20 2,767,712,452.69 -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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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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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股权投资款从其他非

流动资产转至长期股权

投资；以及报告期公司

金融板块一年内到期的

委托贷款业务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列报所致 

短期借款 12,812,340,984.36 8,147,599,604.30 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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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029,090.10 1,229,460,150.00 234.6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贵金

属租赁业务规模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15,791,152,690.65 10,861,546,674.38 45.39%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预收

售房款和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货币保证

金 

2,473,278,992.78 1,726,365,384.92 43.27% 主要因报告期末子公司

国贸期货有限公司的客

户期货交易保证金增加

所致 

应付质押保证

金 

55,618,288.00 138,268,208.00 -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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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75,370,668.74 44,595,973.15 69.0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的银

行借款规模增加，期末

计提的应付短期借款利

息相应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194,595,265.22 89,376,294.33 117.73%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应

付永续债持有者的股利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253,274,913.70 716,498,819.12 493.62%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短

期融资券增加34亿元所

致 

长期借款 5,255,046,947.44 3,466,874,802.33 51.58%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增加了

长期借款规模所致 

应付债券 2,485,584,451.93 1,461,216,277.68 70.1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发行

了10亿元的中期票据所

致 

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13,522,759.73 23,348,231.98 -42.08%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应

付的长期绩效奖金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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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14,416,838.08 26,724,812.74 -46.0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支付

了预计负债款项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70,897,126.09 134,278,905.41 176.21%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司交

易性金融工具的公允价

值增加所致 

利润表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利息收入 166,373,958.77 61,814,516.38 169.15%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收取

地产合营和联营企业的

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14,454,642.73 1,067,350,164.38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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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383,175.11 -115,146,023.14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持有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7,460,1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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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 -111,658,476.02 -321,835,4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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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信用减值损失以及报

告期公司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5,640,838.28 19,972,268.07 10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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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支出 9,238,733.22 46,890,155.00 -80.30% 主要因上期公司发生诉

讼预计损失4,197.12万

元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74,445,727.26 

 

-2,209,902,706.30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房地

产经营业务的土地储备

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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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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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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国贸

转债”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2016年6月、2017年7月、2018年7月、2019年7月，因实施二〇一五年度、二〇一六年度、二

〇一七年度及二〇一八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公司转股价格由初始的9.03元/股调整至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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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累计共有1,337,577,000

元“国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51,817,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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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4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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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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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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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期末净值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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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普通级投资者已累计追加资金4,627.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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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投资已分别就其出资认购的资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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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磐石成长三号的案

件已经获得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国贸期货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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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