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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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玮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丽秀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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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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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10,237,011.34  71,614,568,816.64 71,764,601,474.11 1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39,727,485,488.90  36,561,011,876.15 36,710,922,749.21 8.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8,695,392,176.35  22,864,203,244.69 22,889,623,314.58  25.36% 78,770,096,210.20  65,367,802,756.62  65,440,530,070.00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210,384,736.05  794,306,185.62 768,647,557.41  57.47%  4,311,496,374.68  3,028,036,459.83  2,978,226,683.61  4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80,977,650.38  730,713,320.21 730,713,320.21  61.62%  3,511,287,766.81  2,821,085,733.58 2,821,085,733.58  2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830,339,876.67  2,104,224,197.49 2,221,153,693.08  27.43%  7,647,226,426.35  4,384,805,316.45  4,590,762,483.88  66.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0.17 58.82% 0.98 0.69 0.68 44.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0.17 58.82% 0.98 0.69 0.68 4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0% 2.31% 2.23% 

上升 0.87

个百分点 
11.33% 8.98% 8.78% 

上升 2.5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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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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06,087.06 
主要是处置子公司形成的投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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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77,801.84 

主要是物流业财政拨款、运力补

贴、税收返还等。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2,123,5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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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10,752.15 
主要是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466,894.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391,216.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04,405.33  

合计 800,208,60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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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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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20% 2,701,927,139 2,701,927,139 质押 990,000,000 

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8% 286,204,878 - 质押 280,733,201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 266,637,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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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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2% 226,041,016 -   

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125,020,832 -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2.04% 90,079,128 67,559,346   

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53,327,50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 40,142,218 -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5% 28,820,764 - 质押 28,820,76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50% 22,000,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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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204,878 人民币普通股 286,204,878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266,637,546 人民币普通股 266,637,546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6,041,016 人民币普通股 226,041,016 

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20,832 人民币普通股 125,020,832 

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27,509 人民币普通股 53,327,50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142,218 人民币普通股 40,142,218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820,764 人民币普通股 28,820,764 

刘冀鲁 22,519,78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9,78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2,000,033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33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民生定

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1,390,565 人民币普通股 21,390,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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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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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11,251,843,613.27  16,131,120,733.54  -30.25% 
详见下文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变动说明。 

拆出资金   500,411,666.66  - - 主要是财务公司本期新增拆出资金业务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09,455,391.84  - - 

本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调整至”交

易性金融资产”列示，以及将部分不符合本金加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结构性存款从“其他流动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示。除以上重分类影响外，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变动主要为结构性存款的

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4,441,978.09  -100.00% 同以上交易性金融资产说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3,423,527,060.27  -100.00% 同以上交易性金融资产说明。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470,505,463.02  - - 
同以上交易性金融资产说明，除重分类影响外，本

期变动主要为对 Flexport的权益投资增加。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50,882,803.80  - - 同以上交易性金融资产说明。 

应收保理款      66,583,424.69    447,173,258.65  -85.11% 主要是收回保理款所致。 

无形资产   9,868,754,641.50   6,662,097,473.89  48.13%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合并确认的评估增值无形资产

以及自行开发软件完工结转所致。 

商誉   3,636,506,084.51    590,365,319.20  515.98%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形成的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9,049,614.86    584,462,905.44  40.14% 主要是可弥补亏损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57,951,008.33    467,611,291.44  40.70% 主要是业务发展所致。 

应交税费     947,259,937.47    639,296,041.44  48.17%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3,123,659.22    273,222,821.65  84.14% 同以下长期借款说明。 

长期借款   6,869,899,585.21    998,287,835.19  588.17% 

本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的长期借款总

额较 2018 年末增加 57.61亿元，主要是新增借款

所致。 

递延收益   217,188,569.84    152,944,183.19  42.01% 主要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12,385,450.84    537,090,946.18  125.73%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资产评估增值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增加所致。 

库存股   454,260,935.24    200,928,467.28  126.08% 主要是公司回购股份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24,787,429.30    352,931,633.28  -36.31% 主要是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损益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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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说明 

财务费用   535,387,561.58    152,414,473.21  251.27% 
主要是债务性融资利息支出增加以及存放同业利

息收入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358,917,458.37    143,683,642.38  149.80% 
主要是本期确认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加计扣除影响

所致。 

投资收益   439,200,084.03    313,697,152.99  40.01% 
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和理财产品收益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40,178,647.34     -2,791,675.65  -12285.46% 
主要是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2,011,751.75  - - 

本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对各项金融工具减

值准备所确认的预期信用损失列式为“信用减值损

失”。本期发生额主要为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146,916,886.78    -57,120,630.70  157.20% 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减值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7,357,532.46     65,114,791.16  95.59% 主要是捐赠支出和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28,493,887.54   1,074,582,254.35  32.93%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647,226,426.35   4,590,762,483.88  66.58% 

主要是利润增长带来的经营活动净流入增加和不

涉及现金的折旧摊销额增加等原因综合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602,369,734.37   -12,281,866,527.48  27.04% 

主要是取得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净额流出增加

及购建长期资产的净额流出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67,687,195.21    1,447,664,831.71  139.54% 主要是借款增加，现金净额流入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22,787,086.40       97,711,398.72  -76.68% 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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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及其进展已经在临时公告中披露，详见以下披露索引： 

临时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156 号）>之反馈意

见回复》 

2019/7/9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

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2019-083） 
2019/7/13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2019-089） 2019/8/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2019-090） 
2019/8/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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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2019/8/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2019/8/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2019-091） 2019/8/15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的公告》（2019-093） 
2019/8/26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

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2019-094） 
2019/8/2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99） 2019/8/28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下属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100） 
2019/8/28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开展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2019-101） 2019/9/3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2019-104） 
2019/9/2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华泰佳越-顺丰产业园一期第 2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立的公

告》（2019-107） 
2019/9/27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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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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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780,255,685.91   -     809,042.03   -     76,308,098.62   24,196,845.06   777,771,185.92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     -411,376.40   -     -     -     346,708.21   340,156.06  自有资金 

其他（注 1）  9,080,836,609.01   340,590,023.74   -15,121,121.57   6,241,936,301.32   57,932,969.61   119,658,659.16   9,852,732,316.68  自有资金 

合计  9,861,092,294.92   340,178,647.34   -14,312,079.54   6,241,936,301.32  134,241,068.23  144,202,212.43  10,630,843,658.66  -- 

注 1： 本期其他项目包含不符合本金加利息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结构性存款，该结构性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强，公司对本期购买、出售金

额采用净额列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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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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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该类委托理财

单日最高余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96,000 571,000 - 

合计 896,000 57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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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8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2019 年 8 月 2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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