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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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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长尤习贵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习贵先生及公司财务总部负责人黄伟先生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崔

少华、独立董事温小杰和独立董事田轩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分别授权董事长尤习贵、独立董事王瑛

和独立董事王建新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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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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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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63,394,745.19 113,152,218,513.30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09,130,669.94 26,510,885,074.05 2.2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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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668,990.09 -23.22% 3,584,696,916.32 -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271,057.03 -60.63% 571,136,564.71 -6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888,337.76 -66.02% 531,747,598.76 -6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0,974,461,796.70 19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66.67% 0.10 -6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66.67% 0.10 -6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减少 1.14个百分点 2.17% 减少 3.56个百分点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相关通知，公司对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行项目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但不影响可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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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467.70
主要系固定资产、经营租入固定

资产改良报废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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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6,635.82

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子公司取

得的地方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15,305.63
主要系代扣代缴税费手续费返

还和违约赔偿金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44,144.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363.06

合计 39,388,965.95 --

注：①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按税前金额列示。

②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的损失类以负数填写。

③公司计算同非经常性损益相关的财务指标时，涉及少数股东损益和所得税影响的，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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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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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投资收益
1,002,471,365.65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投资收益
-7,069,856.17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258,406,890.92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 3,602,077.59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1,474,453.07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08,665.16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692,835.09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损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4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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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规定：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

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由于本公司属于证券业金融企业，持有、处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衍生金融工具是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故本公司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取得的投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不在非经常性损益表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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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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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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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9% 712,976,687 0
质押 697,000,000
冻结 0

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7% 506,842,458 0

质押 0
冻结 0

3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2% 332,925,399 0

质押 0
冻结 0

4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9% 248,2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三号
其他 4.28% 236,649,134 0

质押 0
冻结 0

6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2% 200,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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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34% 184,473,401 0
质押 0

冻结 0

8 津联（天津）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 171,562,750 0

质押 0
冻结 0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65,331,237 0

质押 0
冻结 0

10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6% 135,879,152 0

质押 0
冻结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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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712,976,687 人民币普通股 712,976,687

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6,842,458 人民币普通股 506,842,458

3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32,925,399 人民币普通股 332,925,399

4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8,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200,000

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236,649,134 人民币普通股 236,649,134

6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7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184,473,401 人民币普通股 184,473,401

8 津联（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71,562,750 人民币普通股 171,562,750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5,331,237 人民币普通股 165,331,237

10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879,152 人民币普通股 135,879,1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刘

益谦先生；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实

际控制人均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473,401股以外，还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78,0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84,473,40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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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6,251,150,276.52 19,829,755,191.20 32.38% 资本中介业务资金回流

结算备付金 3,893,433,542.88 6,806,785,181.57 -42.80% 存放登记结算机构的资金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0,071,894,118.62 21,163,908,544.77 42.09% 非权益类证券投资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6,051,923.87 16,900.00 35710.20% 利率互换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726,495,043.64 25,144,422,882.51 -53.36% 股票质押式回购和债券回购规模减少

持有至到期投资 - 29,352,878.17 -100.00% 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规模减少

在建工程 3,459,654.29 401,527.89 761.62% 营业场所装修在建工程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5,694,527.64 108,699,197.98 98.43%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和资本中介业

务减值准备增加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增加

其他资产 1,821,328,503.75 1,293,214,672.39 40.84% 应收资本中介业务客户款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9,726,560,000.00 15,909,559,421.66 -38.86% 收益凭证发行规模减少

拆入资金 5,340,000,000.00 2,050,000,000.00 160.49% 银行间拆入资金规模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312,009,123.42 1,100,458.26 119123.89% 债券借贷业务卖出借入债券

衍生金融负债 11,339,114.41 20,645,283.49 -45.08%
权益类收益互换、利率互换衍生工具

公允价值变动

应交税费 150,285,566.05 260,610,264.24 -42.33% 应交限售股个人所得税减少

应付款项 346,258,695.45 564,046,853.63 -38.61%
代收待付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款项减

少

其他权益工具 929,827,216.82 - - 发行可转债计入权益工具价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利息净收入 423,100,604.72 893,841,996.87 -52.66%

资本中介业务和存放同业利息收入减

少，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优先

级参与人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1,319,644,725.77 871,149,843.59 51.48% 非权益类证券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6,790,283.14 105,251,240.24 -400.98% 金融工具浮动亏损增加

汇兑收益 2,975,121.61 -192,912.07 1642.22% 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汇率变动

资产处置收益 115,851.44 24,930.36 364.70%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172,167,219.56 83,011,433.17 107.40% 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30,249,558.52 -362,882.99 35992.99% 资本中介业务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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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成本 168,780,239.77 79,859,271.16 111.35% 子公司销售成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51,092,966.52 17,389,156.66 193.82% 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得税费用 154,075,044.20 402,405,403.74 -61.71% 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2,582,213.79 18,744,030.85 -32.87% 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70,022,639.75 333,926,007.70 -120.9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 0.10 0.27 -62.96%
净利润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 0.10 0.27 -62.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74,461,796.70 -11,650,800,977.06 194.19%

回购业务、融出资金、银行间市场拆

入资金净流入现金增加，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购买和处置金融资产净流出

现金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8年 3月 16日，公司完成 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3月 16日发布在巨潮资

讯网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2018年 4月 11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债券简称“长证转债”，债券代码“127005”。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10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2018年 7月，公司实施了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自 2018年 7月 17日起，长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

币 7.6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7.45元/股。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10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于根据 2017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调整长证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2018年 9月 17日，长证转债开始转股，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7.45元/股。详情

请参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 13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长证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2018年第三季度，长证

转债因转股减少 24,500元，转股数量为 3,282股；截至 2018年 9月 28日长证转债余额为 4,999,975,500元。详情请参见公

司于 2018年 10月 9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2、根据公司于 2017年 7月 13日取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符

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7]343号），公司完成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

一期和第二期的发行工作，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3月 14日、4月 19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结果公告》。

3、2018年 4月 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江资本吸收合并产业金融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长江资本为主体吸收合并长江证券产业金融（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金融）。2018年 6月 30日，长江资本已

完成对产业金融的吸收合并，产业金融独立法人资格已于同日注销，长江资本作为存续的经营主体对合并的资产、业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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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管理，承继产业金融的债权债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7月 3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长江资本

吸收合并产业金融的公告》及《关于长江资本吸收合并产业金融的进展公告》。

4、2018年 4月 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超越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设立超越基金，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包括但不限于超越基金的清算、审计，相关资金处置、人员安排，

向监管机构报告、报备，及其他终止本次投资相关的后续工作。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终止设立超越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5、2018年 7月 12日，“安信证券-长江证券融出资金债权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获得全额认购，

正式设立。根据深交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的有关规定，专项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条件，自 2018年 8月 14日起在深

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向合格投资者提供挂牌转让服务。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14日、8月 16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安信证券-长江证券融出资金债权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设立的公告》及《关于“安信证券-长江证券融出资金

债权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公告》。

6、2018年 8月 24日，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

司普通股 562,100股，该次权益变动后，宏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普通

股 276,473,40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8月 25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股东权益变动提示

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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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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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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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账面价值

本年公允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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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ZJGS01
证金公司专

户
2,347,03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604,177,062.32 - 217,539,500.00 - - - 2,564,569,5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2673 诺德货币 B 451,601,373.29
公允价

值计量
- - - 451,601,373.29 - 1,601,373.29 451,601,373.2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897011 乐享收益 4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21,811,922.72 - 45,831,722.14 - - - 445,831,722.1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基金 270014 广发货币 B 357,228,954.77
公允价

值计量
- - - 737,518,190.84 380,289,236.07 4,100,858.49 357,228,954.7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4373
金鹰增益货

币 B
350,333,100.25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50,333,100.25 - 333,100.25 350,333,100.2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2183
广发天天红

货币 B
302,113,631.51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22,119,287.51 20,005,656.00 2,148,082.59 302,113,631.5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0509
广发钱袋子

货币 A
301,885,869.71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01,885,869.71 - 2,001,708.89 301,885,869.7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0797
方正富邦金

小宝货币
301,158,816.43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01,158,816.43 - 1,158,816.43 301,158,816.4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中期票据 101801105
18大同煤矿

MTN006
3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 615,600.00 - 300,000,000.00 - 1,213,956.16 300,615,6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产支持

证券
13988X 广发正优 3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00,000,000.00 - 1,709,589.03 300,000,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33,060,051,071.79 — 28,547,821,314.51 -352,090,053.07 101,877,379.69 483,239,181,870.00 478,526,248,138.44 890,294,665.22 32,849,373,804.58 — —

合计 38,471,402,817.75 — 31,573,810,299.55 -351,474,453.07 365,248,601.83 486,303,798,508.03 478,926,543,030.51 904,562,150.35 38,524,712,372.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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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本表填列公司报告期内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境内外股票、基金、债券、信托产品等金融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资

金来源、报告期内购入或售出及投资收益情况、公允价值变动情况等。

②对于非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允价值相关项目填不适用。

③本表按期末账面价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填列公司期末所持前十只证券情况。

④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⑤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资产减值损失。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基本情况

2018-01-01

至

2018-09-30

无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行业

状况、公司经营、利润分配情况等公

开信息进行交流沟通。

2018-06-05

武汉光谷金

盾大酒店三

楼宴会厅

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

活动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披露的前提下，就公司

经营情况、竞争优势、发展规划等方

面进行交流。（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查询索引：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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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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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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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