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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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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壮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壮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健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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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954,577,809.57 7,454,366,314.92 7,490,530,295.80 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209,770.30 53,868,974.21 69,658,910.09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9,946,787.47 42,117,177.96 11,751,796.25 75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58,913.48 -1,873,845,672.37 -1,884,629,842.64 -10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2.22% 8.30% -6.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732,834,496.91 20,692,233,583.58 19,684,893,411.57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26,473,874.23 2,443,573,657.69 3,946,745,105.16 2.0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6 年，公司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发生自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前期

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本报告列示的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皆为追溯后数据，敬请投资者注意。 

关于每股收益的追索调整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实施完成 2015 年度分配方案，公司总股本由 747,909,677 股增加到 972,282,580 股，上年同期基本

每股收益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9,6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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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9,8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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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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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394.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42,926.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99,336.52  

合计 -28,737,017.1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飞马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6% 486,720,000  质押 458,605,822 

黄壮勉 境内自然人 18.80% 182,812,500 182,812,500 质押 182,812,500 

长城证券－兴业

银行－长城平步

青云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22% 41,076,024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

瑞阳 2014-2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20% 40,841,032    

赵自军 境内自然人 1.77% 17,201,085 12,900,814 冻结 17,201,084 

长城证券－兴业

银行－长城花开
其他 1.70% 16,5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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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深圳前海骏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13,760,080 13,760,080 质押 13,759,200 

前海开源基金－

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乾立亨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1% 12,728,796    

英大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英

大信托－尊赢

ZY－002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89% 8,701,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睿赢 69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88% 8,52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6,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720,000 

长城证券－兴业银行－长城平步

青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076,024 人民币普通股 41,076,02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瑞阳 201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841,032 人民币普通股 40,841,032 

长城证券－兴业银行－长城花开

富贵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527,124 人民币普通股 16,527,124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乾立亨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728,796 人民币普通股 12,728,796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英

大信托－尊赢 ZY－002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7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1,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 69

号单一资金信托 
8,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2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鑫

20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7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0,600 

赵自军 4,300,271 人民币普通股 4,300,27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瑞阳 2016－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3,614,150 人民币普通股 3,6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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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黄壮勉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飞马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和黄壮勉先生是一致行动人。2、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公

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股东成立的公司，赵自军先生是该公司股东之一，赵自军

先生和深圳前海骏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3、除上述 1-2 项的股东外，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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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情况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了32.83%，主要是期末持有DF/NDF金融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盈利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了83.89%，主要是期末尚未到期结算票据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37.51%，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支付的业务保证金、押金等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4、存货期末比期初增加49.61%，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期末客户尚未提取结算的货物增加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同比增加92.5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103.5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7、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100%，主要是期末持有DF/NDF金融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亏损减少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37.9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应付账款所致。 

9、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78.26%，主要是报告期内业务结算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40.4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员工薪酬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64.89%，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应缴纳的税费增加所致。 

1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49.6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归还了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13、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100%，主要是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上期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

义务的销项税额在报告期确认为销项税额，转至“应交税费”核算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比期初增加44.61%，主要是期末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二、损益情况 

1、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19.55%，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2、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18.77%，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相应业务成本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44.19%，主要是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核算范围变化以及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所致。 

4、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46.46%，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业务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20.99%，主要是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核算范围变化所致。 

6、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115.25%，主要是原因详见“11、财务费用分析”。 

7、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比去年同期减少269.37%，主要是期末持有的DF/NDF衍生金融产品的到期汇率与期末的外汇汇率变化

所致。 

8、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166.48%，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的DF/NDF衍生金融产品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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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64.59%，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10、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增加1046.37%，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享有的权益增加所致。 

11、财务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为3,265.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15.25%，因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开展的外汇业务的收益

是一揽子收益，包括了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投资收益（到期）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到期）的汇总收益，但

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损益是作为公司的经常性损益项目在财务费用中核算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则是作

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核算。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公司2017年1季度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70.42%，具体计算如下： 

项  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利息支出 25,528,227.16 25,965,581.18 -437,354.02 -1.68% 

减：利息收入 25,521,451.14 69,477,638.91 -43,956,187.77 -63.27% 

汇兑损益 -6,724,495.89 -10,840,205.74 4,115,709.85 -37.97% 

银行手续及其他 11,136,514.02 11,866,114.58 -729,600.56 -6.15% 

贴息 726,950.00 8,732,734.48 -8,005,784.48 -91.68% 

财务费用小计 5,145,744.15 -33,753,414.41 38,899,158.56 -115.25% 

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6,680,295.32 15,752,650.45 -42,432,945.77 -269.37% 

减：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合营企业部

分） 
-829,600.66 -3,131,694.25 2,302,093.59 -73.51% 

合  计 32,655,640.13 -46,374,370.61 79,030,010.74 -170.42%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利息支出（包括银行贷款利息及贴现利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33%，贷款利息支出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短期借款的下降，以及贷款/贴现利率下降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利息支出 25,528,227.16 25,965,581.18 -437,354.02 -1.68% 

贴现利息 726,950.00 8,732,734.48 -8,005,784.48 -91.68% 

合计 26,255,177.16 34,698,315.66 -8,443,138.50 -24.33%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3.2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存入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项  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利息收入 25,521,451.14 69,477,638.91 -43,956,187.77 -63.27% 

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结合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期末持有的DF/NDF等衍生金融产品按资产负债日远期外汇汇率核算的

公允价值变动）及投资收益（报告期内到期的DF/NDF等衍生金融产品确认投资亏损）计算，综合汇兑收益为支出1,230.9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7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外币资产及外币合约受汇率变动影响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汇兑损益 -6,724,495.89 -10,840,205.74 4,115,709.85 -37.97% 

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6,680,295.32 15,752,650.45 -42,432,945.77 -269.37% 

减：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合营企业部

分） 
-829,600.66 -3,131,694.25 2,302,093.59 -73.51% 

合计 20,785,400.09 -23,461,161.94 44,246,562.03 -188.59%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资源行业产品主要是大宗商品，公司运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支付方式，在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已收取下游客户的回款，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资金成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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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在供应链金融管理上不断创新，依托业务积极开展外汇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综合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70.42%，主要是存入的保证金减少，以及公司外币资产及外币合约受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利息支出 26,255,177.16 34,698,315.66 -8,443,138.50 -24.33% 

   减：利息收入 25,521,451.14 69,477,638.91 -43,956,187.77 -63.27% 

汇兑损益 20,785,400.09 -23,461,161.94 44,246,562.03 -188.59% 

银行手续费及其他 11,136,514.02 11,866,114.58 -729,600.56 -6.15% 

合计 32,655,640.13 -46,374,370.61 79,030,010.74 -170.42% 

三、现金流情况 

1、经营活动现金流比去年同期增加101.09%，主要是公司不断优化结算方式，对外支付更多地以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票据支付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比去年同期减少1305.69%，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投资款项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比去年同期减少164.59%，主要是公司归还了银行借款，以及存入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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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6年12月11日、2016年1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决定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骏马环保

有限公司100%股权、国丰新能源有限公司55%股权和中清环保有限公司55%股权。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已经完成深圳骏马环

保有限公司资产交割和工商变更等工作，国丰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中清环保有限公司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进展 2017 年 04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7-031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 2016 年 1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6-096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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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3,301.52 至 17,291.97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301.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继续稳步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并计划加大对环保新能源业务

的拓展力度，形成“供应链管理+环保新能源”双主业并重的良好局

面，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公司稳健、可持

续发展，力争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好效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7-01），

披露于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壮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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