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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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兆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魏豫曦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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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07,475,472.85 3,977,588,763.73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75,440,039.34 1,946,184,025.55 1.5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4,661,228.00 7.54% 2,871,816,138.55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315,366.53 73.06% 94,485,932.39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94,525.30 223.58% 84,695,984.38 2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5,498,17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3 73.03% 0.1738 13.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3 73.03% 0.1738 1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0.31% 4.77%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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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44,200.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020,9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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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589.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0,856,930.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2,715.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70,362.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17.18  

合计 9,789,94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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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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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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3% 240,972,484  质押 77,000,000 

熊德宏 境内自然人 1.70% 9,220,626    

湖南天辰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7,305,090    

湖南星电建设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5,887,499    

朱小妹 境内自然人 1.04% 5,652,367    

李志鹤 境内自然人 1.03% 5,584,544    

李怡名 境内自然人 0.93% 5,032,884    

丁碧霞 境内自然人 0.88% 4,782,107    

陶美英 境内自然人 0.80% 4,363,078    

长沙水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3,74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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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40,972,484 人民币普通股 240,972,484 

熊德宏 9,220,626 人民币普通股 9,2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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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7,305,090 人民币普通股 7,305,090 

湖南星电建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887,499 人民币普通股 5,887,499 

朱小妹 5,652,367 人民币普通股 5,652,367 

李志鹤 5,584,544 人民币普通股 5,584,544 

李怡名 5,032,884 人民币普通股 5,032,884 

丁碧霞 4,782,107 人民币普通股 4,782,107 

陶美英 4,363,078 人民币普通股 4,363,078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3,748,290 人民币普通股 3,748,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法人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流通股东与其他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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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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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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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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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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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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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经营战

略 

2017 年 07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综合投资板块经营情况及长

沙银行上市进程情况 

2017 年 08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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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9 月 12 日 其他 个人 湖南省辖区内投资者集中接待日活动 

2017 年 09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7 年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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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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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公司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精准扶贫，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今年6月下旬至7月初，湖南因迎来

历年同期历时最长、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强降雨而造成十分严重的洪涝灾害。继洪灾期间公司及多个营业点以各种方式为

长沙的抗洪救灾出力之后，8月15日，公司为支援灾后重建，分别向宁乡受灾最严重的巷子口镇、夏铎铺镇捐款50万元、20

万元，同时向公司的宁乡籍受灾员工发放救助款。此外，公司旗下的通程电商公司还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运作等方式，开展

电商扶贫，为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株洲县的农特产品开拓销售渠道，推广产品品牌，助力更多的贫困

县、贫困村脱贫致富。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70 

    2.物资折款 万元 0.86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8.2 定点扶贫工作投入金额 万元 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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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下一年度，公司将继续贯彻中央精准扶贫的政策精神，切实履行一个公众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将根据长期经营战略与扶贫

规划，以电商扶贫、教育脱贫、健康扶贫等多种形式，继续进行精准扶贫。特别是对与公司的定点扶贫点龙山县实施更精准

的扶贫，同时充分利用公司在省内点多面广的优势，广泛开展关爱、救助山区贫困家庭，助力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行动。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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