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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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梁金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长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朱家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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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498,719,843.68 10,152,862,119.05 2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162,683,158.57 6,459,078,378.38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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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015,719.48 18.25% 6,762,099,614.81 2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3,302,909.34 46.14% 1,255,725,246.98 5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7,165,716.83 41.53% 1,219,514,190.95 6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537,458,914.99 11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46.94% 2.49 57.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46.94% 2.49 5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2% 1.74% 18.15%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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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3,9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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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6,9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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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3,630.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258,875.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250,086.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4,291.89  

合计 36,211,05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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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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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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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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古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3.89% 271,404,022  质押 114,000,000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2.59% 13,026,335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2.47% 12,446,408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1.56% 7,854,569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消费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9% 7,485,278    

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境外法人 1.41% 7,096,361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6,543,600    

GREENWOODS 

CHINA ALPHA 
境外法人 1.12% 5,65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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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FUND 

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境外法人 0.84% 4,214,618    

3W GREATER 

CHINA FOCUS 

FUND 

境外法人 0.70% 3,52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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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1,404,022 人民币普通股 271,404,022 

NORGES BANK 13,026,33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026,335 

GAOLING FUND,L.P. 12,446,40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446,408 

CHINA INT'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7,854,569 境内上市外资股 7,854,56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7,485,278 人民币普通股 7,485,278 

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7,096,361 境内上市外资股 7,096,3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3,600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5,657,1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657,150 

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4,214,618 境内上市外资股 4,214,618 

3W GREATER CHINA FOCUS 

FUND 
3,529,4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3,529,4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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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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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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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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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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290,543,688.54 1,484,088,626.40 54.34% 主要原因为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765,314.56 99,800.76 666.84% 
主要原因为期末持有的金融资产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 1,357,500,867.13 720,611,126.78  88.38% 
主要原因为销售收入票据结算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91,512,392.86 41,729,637.34 119.30% 主要原因为预付的广告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38,022,457.37 1,772,310,946.58 48.85% 主要原因为购买的理财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113,873,850.71 503,083,108.13 121.41%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销售订单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912,548,901.99 182,846,942.10 399.08% 主要原因为未核报费用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76,794,419.56 43,706,503.22 75.70% 
主要原因为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000,360.65 53,520,827.44 -90.66% 
主要因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

致。 

利润表项目（1-9 月）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11,725,901.76 29,208,717.30 -59.85% 
主要原因为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55,725,246.98 797,483,310.43 57.46% 

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的增加和产品

销售结构上移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37,458,914.99 1,172,185,422.15 116.47% 主要原因为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3,600,000.00 -302,160,000.00 -66.67% 主要原因为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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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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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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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

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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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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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

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000001 平安银行 70,317,243.98 

公允价值

计量 
106,943,823.70  -25,087,573.68  81,856,250.02 11,586,297.23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601988 中国银行 44,385,674.20 

公允价值

计量 
71,313,507.00  -6,466,716.00  64,846,791.00 6,017,812.54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广发纳斯 

特乐睿 1 

号 E 证

券 投资基

金 

150,00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27,154,958.08  -564,052.40  126,590,905.68 8,841,868.22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中信盈时 

大朴 1 号 

资产管理 

计划 

200,00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211,674,059.13  -5,006,911.63  0.00 10,883,000.00 206,667,147.5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合计 464,702,918.18 -- 517,086,347.91  -37,125,253.71  273,293,946.70 37,328,977.99 206,667,147.5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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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9,000 119,000 0.00 

券商理财产品（收益凭证） 自有资金 40,000 17,600 0.0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5,000 105,000 0.00 

其他类（国债逆回购和中信盈时 

大朴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自有资金 40,646.71 40,646.71 0.00 

合计 324,646.71 282,246.7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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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机构

名称（或

受托人姓

名） 

受托机构

（或受托

人）类型 

产品类型 
金额（万

元） 
资金来源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资金投向 

报酬确定

方式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期收益

（如有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万元） 

报告期损

益实际收

回情况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是否经过

法定程序 

未来是否

还有委托

理财计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

（如有） 

中信盈时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基金 20,000 自有资金   

网下打

新，固定

收益产

品，国债

逆回购等 

产品净值

的 1.2%和

超额收益

的 20% 

6.00%  1,088.30 已实现 0.00 是 是  

合计 20,000 -- -- -- -- -- --  1,088.30 -- 0.00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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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

操作方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交

易 

衍生品投资

类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如

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国债逆回购 无 否 国债逆回购 0.00 
2018 年 03

月 29 日 

2018 年 10

月 09 日 
5,000 31,980 17,000 0.00 19,980 2.79% 21.44 

合计 0.00 -- -- 5,000 31,980 17,000 0.00 19,980 2.79% 21.4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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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8 月 3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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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严格按照《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对相关风险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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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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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自由闲置资金充足，公司通过投资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公司收益，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

金利用效率，为降低衍生品投资风险，公司已对金融衍生品业务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原

则；另外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以国债为抵押标的，符合公司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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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额度开展国债逆回购衍生品投资业务。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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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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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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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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