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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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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报告。董事会副主席林茂德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

席本次会议，授权肖民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

会会议。 

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孙嘉声明：保证

本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之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除特别指明外，本集团指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本报告所用记账本位币均为人民币，“报告期”指 2018

年 7-9 月。 

本报告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本集团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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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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432,222,053,278.00 1,165,346,917,804.55 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001,406,138.86 132,675,315,293.33 5.52% 

 2018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8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0,047,601,929.81  48.12% 176,022,139,199.75  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0,816,599.59  28.31% 13,984,559,799.91  2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9,783,778.16  39.68% 13,946,432,686.30  3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76,081,778.16) -317.50% (25,731,174,684.45) -25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0  28.31% 1.267  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0  28.31% 1.267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上升 0.23 个百分点 10.04% 上升 0.51 个百分点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1,039,152,001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1.2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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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733.84  

出售、处理部门或投资单位收益 51,564,3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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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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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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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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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02,496.79  

所得税影响额 (15,890,150.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43,337.02) 

合计 38,127,1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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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10 户（A 股 261,769

户，H 股 41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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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地铁集

团”） 

国有法人 29.38% 3,242,810,791 0 -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境外法人 11.91% 1,314,912,034 0 - 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钜盛

华”）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9% 926,070,472 0 质押 902,252,749 

国信证券－工商银行－

国信金鹏分级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14% 456,993,190 0 - 0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其他 3.21% 354,753,811 0 -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利年年 
其他 3.11% 343,829,742 0 -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 其他 2.98% 329,352,92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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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赢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2.34% 258,167,403 0 - 0 

UBS AG 境外法人 1.90% 210,235,804 0 -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89,566,00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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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集团 3,242,810,791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314,912,034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钜盛华 926,070,472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国信证券－工商银行－国信金鹏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6,993,190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

投资组合 
354,753,811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

年 
343,829,742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德赢 1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329,352,920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

品 
258,167,403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UBS AG 210,235,804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9,566,000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钜盛华持有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2、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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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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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交易平台上交易的公司 H 股

的股份总和。 

注 2：上表中的“A 股股东人数”是指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股东数量。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数为 11,039,152,001 股，其中 A 股 9,724,196,533 股，H 股 1,314,95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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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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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第三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第三季度房地产市场情况 

报告期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国

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行业方面，各地因城施策，效果逐步体现。部分城市成交有所放缓，开发企业

投资行为更趋理性，土地市场成交热度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国商品住宅市场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3.6%，其中 7 月同比增长 11.0%，

8、9 月份增速分别降至 2.8%和-0.8%；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金额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17.0%，单月同比增速分

别为 24.8%、17.8%和 11.0%。 

公司长期重点观察的 14 个城市1，第三季度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三季度末，上述

城市的新房可售库存（已取得销售许可而尚未售出的面积）相比中期略有上升，总体库存去化周期在 8 个

月左右，和 2018 年中基本相当。 

开发企业拿地更趋理性，土地市场整体溢价率回落。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8 年 1-9 月，全

国 300 个城市住宅类用地成交楼面均价同比下降 6%；住宅类用地平均溢价率为 18%，较去年同期下降 21

个百分点。 

行业融资环境收紧，对房企的资金监管依然严格。根据人民银行报告，前三季度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增

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比例比 2017 年全年低 1.5 个百分点。 

为促进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多地加大租赁市场整顿力度，出台管控措施，规范市场秩序。 

二、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进展 

第三季度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00.5 亿元，同比增长 4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 48.6 亿元，同比增长 28.3%。房地产业务实现结算面积 579.2 万平方米，贡献营业收入人民币 669.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1.2%和 49.7%。 

1-9 月，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60.2 亿元，同比增长 5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人民币 139.8 亿元，同比增长 26.1%。其中，房地产业务实现结算面积 1,280.6 万平方米，贡献营业

收入人民币 1,675.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5%和 52.0%。 

1-9 月，本集团房地产业务的毛利率为 27.8%，较去年同期提高 4.5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鉴于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整，本集团对存在风险的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截至报告期

                                                                 
1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沈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东莞、佛山、无锡、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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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本集团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41.4 亿元。1-9 月，本集团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考虑递延所得税

因素后，影响税后净利润-22.8 亿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6 亿元。 

本集团坚持面向普通人的产品定位，贯彻积极销售策略，房地产业务第三季度实现销售面积 866.7 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人民币 1,268.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0%和 6.7%。1-9 月，本集团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2,902.1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人民币 4,315.5 亿元，同比均增长 8.9%。 

截至 9 月底，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有 3,849.0 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竣工结算，合同金额合计约 5,523.8

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 29.9%和 33.3%。 

本集团坚持理性投资策略，在确保价格合理的前提下根据发展需要适时补充项目资源。第三季度本集

团新增加 63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549.9 万平方米，按万科权益计算的规划建筑面积约 862.7 万平方米。

1-9 月，本集团累计新增 177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582.5 万平方米，按万科权益计算的规划建筑面积约

1,939.9 万平方米；按投资金额计算，其中 83.6%位于一二线城市。 

截至 9 月底，本集团在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8,858.9 万平方米，其中按万科权益计算的建筑面积约

5,350.3 万平方米；规划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300.6 万平方米，其中按万科权益计算的建筑面积约 3,893.5

万平方米。本集团还参与了一批旧城改造项目，按当前规划条件，报告期末万科权益建筑面积合计约 296.5

万平方米。 

1-9 月，本集团累计实现新开工面积 3,649.0 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 40.4%；累计实现竣工面积

1,554.8 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 36.8%，占全年计划竣工面积的 59.1%。 

本集团坚持以现金流为基础的真实价值创造，保持财务、资金状况的稳健性。截至 9 月底，本集团持

有货币资金人民币 1,327.7 亿元，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和人民币 865.9 亿元。有息负债

中，66.1%为长期负债。 

基于“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战略定位，本集团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非开发

业务有序发展。 

报告期内，万科物业连续第 9 年位列“2018 物业服务品牌价值研究成果榜”榜首，并荣获“2018 最

具开发商影响力物业品牌”、“2018 中国物业服务品质领先品牌企业”、“2018 中国物业服务专业化运

营领先品牌企业”称号。 

截至 9 月底，本集团租赁住宅业务累计开业项目超 150 个；8 月，本集团成功发行 2018 年第一期住房

租赁专项公司债，利率 4.05%。 

报告期内，本集团商业平台印力集团在“2018 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荣获“2018

中国商业地产公司品牌价值 TOP10”第三名；2018 年 10 月，本集团联合印力集团等收购凯德集团商业项

目的交易完成交割。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8 

 

报告期内，本集团物流仓储服务业务新获取项目 19 个，总建筑面积（指可租赁物业的建筑面积）约

157.2 万平方米。截至 9 月底，物流仓储服务业务总建筑面积约 78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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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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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3,958.52  1,249.37  216.84%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预付款项 12,172,297.13  7,301,710.69  66.70% 预付地价增加 

其他应收款 23,517,287.30   16,324,976.59  44.06% 
向合作方及联合营项目付

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1,901,329.38  8,122,430.53  46.52% 对外投资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4,393,382.26  2,881,130.03  52.49% 经营性物业项目增加 

固定资产 1,116,536.85  709,880.81  57.29% 自营物业增加 

无形资产 507,677.72  143,750.48  253.17% 自用土地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418,760.07  206,597.59  102.69% 
租赁住宅业务租金及改造

支出增加 

短期借款 2,197,813.41  1,610,885.87  36.44% 融资结构调整 

衍生金融负债 50,097.73  101,994.02  -50.88% 公允价值变动 

应付职工薪酬 307,269.70  493,041.40  -37.68% 发放上年计提职工薪酬 

其他流动负债 1,198,371.05  -  100.00% 新增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应付债券 4,293,092.51  3,232,267.19  32.82% 新增发行公司债券 

其他综合收益 36,940.39  23,497.78  57.21% 投资标的公允价值变动 

少数股东权益 7,589,035.35  5,399,862.39  40.54% 合作方权益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251.81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合同资产 249,220.06  -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87,697.76  -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6,774.95  - 不适用 

其他流动资产 352,738.62  72,189.35  388.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5,482.70  965,100.20  37.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34,074.94  不适用 

合同负债 55,308,561.56  - 不适用 

预收款项 27,633.29  40,770,593.99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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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负债 89,489.94  26,529.97  237.32%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总收入 17,602,213.92  11,710,050.37  50.32%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成本 11,483,233.21  7,994,337.00  43.64% 结算规模增加 

税金及附加 1,265,819.21  944,371.12  34.04% 
结算规模增加及土地增值税

增加 

财务费用 462,976.44  132,613.28  249.12% 
融资规模增加及资本化率下

降 

资产减值损失 325,160.34  9,755.63  3,233.05% 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27,971.23  41,871.93  -33.20% 没收定金及违约金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27,172.84  20,087.01  35.28% 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986,430.85  608,506.50  62.11% 应税利润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6,089.07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资产处置损益 401.24  (393.21) 202.04% 

信用减值损失 23,636.43  - 不适用 

少数股东损益 781,323.84  372,552.63  109.72% 合作项目结算规模增加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3,117.47) 1,670,623.79 -254.02% 
经营规模扩大，对外支付款项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3,578.77) (2,865,775.19) -148.23% 对外投资规模扩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9,597.60 1,956,447.78 182.12% 融资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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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事项简介 

1 2018-7-13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11 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完成

了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4.6%，期限为 3 年。 

2 2018-8-16 2017 年度 A 股股份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公司 2017 年度 A 股派息方案即以 2018 年 8 月 22 日股份数

为基数向全体 A 股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9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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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实施完毕。 

3 2018-8-29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

项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 

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18 万科 01”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

上市交易，规模为 1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

为 4.05%。 

4 2018-9-8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申请并获准注册人民币 10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已先

后滚动发行六期；公司再次向交易商协会申请并获准注册人

民币 8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已先后滚动发行二期，规模为

3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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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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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占该公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年初到报告期

末损益 

年初到报告期末

所有者权益变动 

0267.HK 中信股份 509,660,882.75 约 0.19% 558,305,523.86 53,063,663.37 - 

合计 509,660,882.75 约 0.19% 558,305,523.86 53,063,66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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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 自有资金 24,251.81 0 

合计 24,251.8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约种类 年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本年内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集团期末净资产比例

（%） 

IRS 416,850.00  439,350.00 - 2.03% 

CCS 794,744.60 1,760,969.21 243.75 8.16% 

DF 1,319,145.75 911,083.25 - 4.22% 

合计 2,530,740.35 3,111,402.46 243.75 14.41% 

注：报告期内，DF 和 IRS 无增减变化，但因汇率变动，上述数据折算为人民币金额与 2018 年 9 月末相比略有所变化。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为降低外币借款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针对13.25亿美元的

外币借款及债券签署了远期外汇契约（DF）。DF在外币借款的期限和金额范围内，通

过锁定远期汇率，减少汇率变动风险。另外，本年内有7亿美元外币借款及债券签署的

远期外汇契约（DF）到期，在持有期间，DF价值变动对本集团损益没有影响。  

为降低利率变动产生的风险，本集团针对50亿港元的浮息借款签署了相对应的利

率互换合约（IRS），本集团按照浮动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收取利息，以向债权人支付其

应收取的浮动利息，同时按照固定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支付利息。IRS在相关港元借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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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和金额范围内，通过锁定远期利率，减少利率变动风险。  

为优化融资成本，锁定汇率风险，本集团针对15.41亿美元的固息债券签署了相对

应的美元人民币交叉货币互换合约（USDCNH CCS），以及针对12.2亿美元的固息债

券签署了相对应的美元港币交叉货币互换合约（USDHKD CCS）。本集团按照固定利

率从合约对手方收取美元融资的部分利息及本金，以向债权人支付其应收取的美元融

资的部分利息及本金，同时按照固定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支付人民币/港币利息及本金。

在相关美元债券的期限和金额范围内，通过交叉币种互换，有利于降低本集团的汇率/

利率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DF 及 IRS 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对本集团报告无损益影响，报告期末 DF 及 IRS

公允价值参照同一到期日的产品市场报价确定。年初至本报告期末，CCS 影响本集团

损益 243.75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通过 DF、IRS 及 CCS 等金融工具降低了外币借款由于汇率、利率

变动过大可能造成的损失，公司有关安排审慎合理。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类别 时间 地点 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天风证券活动 2018.7 北京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1、谈论的主要内

容： 

1） 公司日常经

营情况； 

2） 公司发展战

略； 

3） 公司对行业

的看法。 

2、提供的主要资

料： 

公司定期报告等

公开资料。 

 

国泰君安活动 2018.7 深圳 见面会 券商、基金、个人等各类投资者 

中期业绩推介

会 
2018.8 

深圳（上海、北

京）、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个人等各类投资者 

里昂证券活动 2018.8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长江证券活动 2018.8 上海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中信建投活动 2018.8 北京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花旗证券活动 2018.9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摩根大通活动 2018.9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瑞信活动 2018.9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中金活动 2018.9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里昂证券活动 2018.9 香港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DBS 活动 2018.9 新加坡 见面会 券商、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注：上述见面会采用一对一、一对多和大会推介的方式进行，见面的投资者大多超过 50 家。 

接待券商 
报告 

期内 

北京、成都、东

莞、福州、广州、

贵阳、杭州、济

南、昆明、南京、

厦门、上海、深

小组或 

一对一 

海通证券、三菱 UFJ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泰

证券、华创证券、华泰证券、长江证券、天风

证券、花旗证券、美林证券、申银万国、瑞穗

证券、工银国际、招商证券、瑞信、方正证券、

平安证券、东方证券、滨银综合研究所、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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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苏州、太原、

天津、温州、无

锡、武汉、西安、

扬州、长沙、郑

州、中山、重庆

等 

证券、汇丰环球研究、东吴证券、西南证券、

东莞证券、摩根大通、山西证券、中金、第一

上海证券、国泰证券、高华证券、Deutsche 

Bank、银河证券、DBS、里昂证券、中银国

际、国泰君安等 

接待基金、其他

投资机构及个

人投资者 

报告 

期内 

成都、杭州、合

肥、上海、苏州、

太原、天津、深

圳、无锡、武汉、

徐州、重庆等 

小组或 

一对一 

汇添富基金、APG、金鹰基金、广发信德投资、

交银基金、海富通基金、博时基金、千合资本、

SOROS Fund Management、Matthews Asia、

Deutsch Asset & Wealth Management、GIC、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 Mondrian 、

Wellington、Fidelity、Point 72、Cathay Life、

Millennium 、 T Rowe Price 、 Pictet Asset 

Manager 、 APS 、 Morningsta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等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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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报告期内不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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