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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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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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2,949,983.65 89,472,801,921.16 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225,232,653.94 24,773,464,268.55 1.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65,930,646.77 -4,579,989,6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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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90,196,733.65 49,757,359,398.51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5,152,610.01 790,964,964.97 -3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1,951,685.12 481,276,476.79 -15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74 4.90 减少 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34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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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32 -40.6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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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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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13,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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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39,484.72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上述主要财务

指标时均扣除了永续债及利息的影响。      

3、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3.61%，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房地产经

营业务和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利润下降所致，房地产经营业务因具有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的特点，各

项目开发周期差异会导致各报告期间收入和利润水平出现波动；供应链管理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报告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利润下降。      

4、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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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了 154.43%，主要系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77亿元。报告期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公司为配套供应

链管理业务的现货经营，所持有期货合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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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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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21,285.88 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股权产生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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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81,737.9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15,333,3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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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9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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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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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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293,701.06 主要系公司为配套供应链管理业

务的现货经营，所持有期货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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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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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0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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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0,247.28  

所得税影响额 -279,814,372.35  

合计 787,104,2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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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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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665,578,240 35.9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48,586,400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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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9,015 0.64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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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6,565 0.63 0 无 0 其他 

张世居 10,538,481 0.57 0 无 0 未知 

郑怀东 10,431,200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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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9,530 0.47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8,234,191 0.45 0 无 0 未知 

林军 6,940,71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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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78,240 人民币普通股 665,57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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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9,015 人民币普通股 11,76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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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6,565 人民币普通股 11,636,565 

张世居 10,538,481 人民币普通股 10,538,481 

郑怀东 10,4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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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9,530 人民币普通股 8,779,53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234,191 人民币普通股 8,234,191 

林军 6,940,713 人民币普通股 6,9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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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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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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7,752,148,917.79 2,849,989,365.39 172.0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资金

购买的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1,760,863,814.93 909,907,839.08 93.52%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

司期货合约的浮动

盈利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04,303,540.32 435,935,078.42 38.6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结算方式较多采用

票据所致  

预付款项 10,354,097,884.42 7,873,499,566.79 31.5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为业务发展需要，增

加了商品采购规模

所致  

应收质押保证金 58,103,280.00 440,364,160.00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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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 691,453.31 4,490,985.61 -84.60% 主要因报告期处置

子公司广州启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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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限公司股权，转

出相应商誉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4,839,354.51 788,040,131.22 -39.74%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

司一年内到期的贷

款业务余额重分类

至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4,039,075,426.65 3,005,897,585.70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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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453,620.37 559,528,068.16 70.22%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

司期货合约的浮动

亏损增加所致 

应付质押保证金 58,103,280.00 440,364,160.00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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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667,561,367.01 1,192,951,318.46 -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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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4,176,776.12 2,174,680,911.51 297.49%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

司短期融资券增加

57亿元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12,097,707.94 279,716,577.56 83.08% 主要因报告期末公

司衍生金融工具的

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2,534,702.32 -70,882,016.61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和权益法下可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率 变动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91,260,450.35 347,145,135.92 -44.90%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确认的房地产业务

收入减少，相应土地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47,247,384.18 449,633,231.62 -45.0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执行新收入准则，商

品控制权转移给客

户之前的运输等物

流费用从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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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至营业成本核

算所致 

投资收益 200,552,103.54 -136,207,416.83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991,600,279.25 488,418,299.00 103.0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持有的期货合约公

允价值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97,354,572.98 -107,237,374.88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2,197.83 -110,887.68 不适用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58,413.81 198,687,557.75 -99.17% 主要因上年同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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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7,159.79 2,793,390.92 57.41%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抗疫物资捐赠支出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1,320,091.97 306,253,484.82 -47.32% 主要因报告期公司

的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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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9,996,337.19 -9,731,459,2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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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支出减少，以及收

回地产联营单位和

项目合作方的款项

增加所致 

 

说明：以上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月 1日金额指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后的上年年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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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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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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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

2018年度利润分配事项，转股价格由初始的 9.03元/股调整至8.34元/股。2019年11月11日，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国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转股价格

由8.34元/股调整至7.42元/股。  

2016年7月5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

1,588,268,000元“国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85,603,203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15%。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211,73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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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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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普通级投资者已累计追加资金4,659.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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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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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磐石成长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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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贸投资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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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