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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9-03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长李新华、财务负责人陈水元及公司财务总部负责人黄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公司 11 位董事均行使

了表决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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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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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发布的有关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相关通知，公司对利润表中“其他收益”行项目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

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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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243,689.78    1,374,006,139.79   1,376,119,685.31  7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5,197,252.35     322,185,205.81     322,185,205.81  1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4,863,968.05      319,584,367.07     319,584,367.07  14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30,104,599.86    1,028,398,213.46   1,028,398,213.46  6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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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6              0.06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0.0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1.21% 1.21% 增加 1.7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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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3,702,258.53   99,494,682,887.42  99,494,682,887.42  2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216,381,640.36   26,547,195,050.56  26,547,195,050.5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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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85.54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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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489.29 

公司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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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3,003.76 
主要系补偿、违约金收支以及扣

缴税款手续费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82,585.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30.12  

合计 -9,666,71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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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作为证券经营机构，持有、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衍生金

融工具均属于正常经营业务，故本公司将因此类业务取得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利息收入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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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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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 716,391,687 0 

质押 465,100,000 

冻结 0 

2 湖北能源集团股 国有法人 9.17% 506,842,458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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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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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237,55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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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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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

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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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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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占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9.2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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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391,687 人民币普通股 716,39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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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53,322  人民币普通股 237,55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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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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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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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占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9.2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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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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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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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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9,479,020.11   25,139,943,896.71  44.91% 客户资金存款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3,546,125.16       6,673,970.68  -46.87% 利率互换、买入期权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利息   不适用    1,040,986,228.20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29,505,040,056.49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571,260,234.58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债权投资     47,136,000.00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8,587,133,234.84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   4,238,241,994.76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532,680,762.71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在建工程        843,552.99         309,319.67  172.71% 营业场所装修在建工程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800,482,234.76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1,488,238,264.24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衍生金融负债      23,740,338.01      16,101,352.61  47.44% 卖出期权规模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9,951,625,596.94   13,762,910,018.62  44.97% 质押式回购规模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31,551,117,177.24   21,316,183,811.04  48.01%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规模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851,929,862.74    1,030,603,839.25  79.69% 已计提尚未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 

应付利息   不适用     486,336,749.72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付债券   22,767,113,550.22   17,373,619,478.80  31.04% 发行次级债和长期收益凭证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9,690,306.47      29,061,308.60  277.4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50,937,334.22      53,260,906.01  183.3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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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增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535,650,225.97     338,968,894.32  58.02% 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1,297,405.82       2,113,545.52  -38.61% 扣缴税款手续费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17,040,044.98      27,390,935.34  2882.88% 交易性金融资产浮动盈利增加 

汇兑收益       -729,772.15       -1,212,098.23  39.79% 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35,879,663.74      67,729,270.58  -47.02% 子公司销售收入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8,015.34          -1,754.02  556.97% 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1,452,642,377.06     856,143,242.52  69.67% 职工薪酬计提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不适用      11,292,787.22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93,311,281.11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71,122.66   不适用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业务成本     34,086,626.30      67,092,545.87  -49.19% 子公司销售成本减少 

营业外收入      9,468,225.81       1,742,052.99  443.51% 违约金收入和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18,448,146.98         391,002.78  4618.16% 主要系补偿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249,450,127.41     104,082,306.77  139.67% 利润总额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9,719,490.20       5,426,659.71  -279.11% 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6,910,709.21      -18,320,324.41  792.7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0.14              0.06  133.33% 
净利润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 0.13 0.06 11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0,104,599.86    1,028,398,213.46  603.05% 
回购业务以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净流

入现金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公司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对会计政策作出相应变更，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3,238,928.67 元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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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3、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向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增加注册资本 2 亿元，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向长江保荐增资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办理相应手续。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完成向长江保荐增资 2 亿元，长江保

荐已于 2019 年 4 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4、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 5,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0 亿元。截至报告期

末，长江证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因转股减少 490,000 元，转股数量为 65,748 股，可转债余额为 4,999,420,300 元。详情请见公

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

本的变更登记。 

5、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

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9〕119 号）。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完成了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的发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7 亿元，票面利率为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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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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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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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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494,149.31  -  125,657,732.40                -    - -   2,472,687,732.4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银行理财 

JTYH01

9114008

1 

交通银行金

太阳 C 
5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    250,000.00  -   500,000,000.00  -      250,000.00      500,250,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债券 190205 19 国开 05 485,121,023.77 
公允价

值计量 
-    745,826.23  - 7,605,623,400.27     7,122,704,390.00      5,247,500.01      489,744,428.0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4771 
海富通添益

货币 B 
452,127,240.69 

公允价

值计量 
-            -    -   452,127,240.69  -     2,127,240.69      452,127,2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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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598,894.26  32,684,031.78  - - -    32,684,031.78      441,282,926.0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519998 
长信利息收

益货币 B 
402,031,059.08 

公允价

值计量 
- - -    402,031,059.08  -     2,031,059.08      402,031,059.0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债券 110053 苏银转债 352,298,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52,298,000.00  -       34,747.20      352,332,747.2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债券 145339 17 保集债 314,564,954.27 
公允价

值计量 
   333,600,965.76    2,709,000.00  -               -    -     8,922,698.63      317,323,664.3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基金 000797 
方正富邦金

小宝货币 
301,912,750.26 

公允价

值计量 
- - -    301,912,750.26  -     1,912,750.26      301,912,750.2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债券 114205 17 泰禾 01 272,787,109.23 
公允价

值计量 
   260,692,027.38    1,332,000.00  -     19,494,000.00  -     6,267,616.49      287,267,342.5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40,782,124,790.89 —  35,525,444,415.16  773,016,224.61    54,536,618.74  219,087,225,371.77   214,265,643,588.63  1,360,031,313.48   41,372,359,101.41  — — 

合计 46,609,996,928.19 —  38,820,830,451.87  810,737,082.62   180,194,351.14  228,720,711,822.07   221,388,347,978.63  1,419,508,957.62   47,389,318,992.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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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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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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信用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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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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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 

2019-01-01

至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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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情况等公开信息进行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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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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