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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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继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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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7,742,880.58 5,177,488,490.34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01,847,403.97 3,439,780,278.80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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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039,031.73 9.87% 2,569,981,906.32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9,469,207.16 86.88% 309,004,986.75 2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966,154.70 160.40% 308,165,771.96 5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1,248,282.98 -554.31% 128,326,818.92 251.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 87.76% 0.260 2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 87.76% 0.260 2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1.24% 8.62% 1.3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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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6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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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7,6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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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9,357,194.72 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22,835.2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0,5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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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558.75  

合计 839,21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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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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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继增 境内自然人 24.12% 287,183,872 215,387,904 质押 105,080,000 

牛俊高 境内自然人 3.97% 47,275,708 37,587,592   

张广智 境内自然人 3.36% 40,050,076 20,504,904   

李苗春 境内自然人 2.94% 35,029,686 15,660,699   

李胜男 境内自然人 2.55% 30,378,575 0 冻结 16,220,000 

赵世杰 境内自然人 1.50% 17,833,600 15,471,104   

#刘金平 境内自然人 1.46% 17,326,966 0   

#程国安 境内自然人 1.37% 16,250,212 0   

郝不景 境内自然人 1.34% 15,926,136 15,926,136   

汪正峰 境内自然人 1.07% 12,704,642 10,99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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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继增 71,795,968 人民币普通股 71,795,968 

李胜男 30,378,575 人民币普通股 30,378,575 

张广智 19,545,172 人民币普通股 19,545,172 

李苗春 19,368,987 人民币普通股 19,368,987 

#刘金平 17,326,966 人民币普通股 17,32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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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安 16,250,212 人民币普通股 16,250,212 

李雅君 11,338,061 人民币普通股 11,338,061 

牛俊高 9,688,116 人民币普通股 9,688,116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交易所） 
5,182,636 人民币普通股 5,182,636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5,1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刘金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326,966 股；股东程国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16,25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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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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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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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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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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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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赵继增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2、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

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 9%。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

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2024

年 4月 22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张广智、李

苗春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2、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

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 9%。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

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2023

年 4月 22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牛俊高、赵

世杰、郝不

景、汪正峰、

张建超、谭

兴无、李洪

波、丰文祥、

寇志奇、何

会敏、周磊、

戴蓝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2、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

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 6%。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

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2028

年 4月 22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毛晓刚、王

建勇、刘建

岭、杜宛莹、

韩峰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2、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解除锁

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2031

年 4月 22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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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四

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赵继增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继增先

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本人以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及/或境外单

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

司股票或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

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贵公司

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在中

国境内及/或境外，以任何形式支持除

贵公司或贵公司附属企业以外的他人

从事与贵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 

2010 年 04

月 2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了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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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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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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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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4.00 34,330.10 0 

合计 41,604.00 34,3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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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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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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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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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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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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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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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