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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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聂腾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万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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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1,975,682.73 18,080,928,087.75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761,527,195.20 11,460,426,396.95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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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9,001,703.05 160.04% 24,253,465,357.88 16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8,779,859.37 -32.81% 1,955,219,680.99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8,089,796.17 24.96% 1,785,153,120.03 2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47,371,457.49 44.30% 2,596,678,198.07 6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31.82% 0.88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31.82% 0.88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下降 4.34 个百分点 16.01% 下降 7.82 个百分点 

注：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丰巢股权产

生投资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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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6,4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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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77,304.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933,930.7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1,499,393.35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理

财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364,296.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43,6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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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57,286,538.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3,048.56  

合计 170,066,56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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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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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颉思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19% 1,161,963,683 1,161,963,683 质押 249,370,824 

上海丰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6% 130,493,592 130,493,592 质押 5,070,000 

黄新华 境内自然人 5.09% 113,349,676 0 质押 55,314,552 

宁波招银成长拾

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84,810,330 84,810,330   

上海太富祥川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84,810,330 84,810,330   

聂腾云 境内自然人 3.40% 75,657,921 75,657,921   

上海复星创富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 51,648,512 0   

深圳富海臻界物

流二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 23,933,161 23,93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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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资产－工商

银行－鑫享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8% 21,913,84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2% 20,459,9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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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华 113,349,676 人民币普通股 113,349,676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1,648,512 人民币普通股 51,648,512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号资

产管理产品 
21,913,845 人民币普通股 21,913,8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459,945 人民币普通股 20,459,94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17,063,405 人民币普通股 17,063,40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6,963,216 人民币普通股 16,963,21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

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18,762 人民币普通股 15,018,762 

国寿资产－工商银行－国寿资产

－PIPE 价值精选 1701 集合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14,239,726 人民币普通股 14,239,726 

工银亚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交易所） 
10,195,356 人民币普通股 10,195,35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812,319 人民币普通股 9,812,3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聂腾云为聂樟清之子，上海罗颉思系聂腾云、陈立英夫妇所控制的企业，上海丰科由聂

樟清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前述十大股东中上海罗颉思、聂腾云、上海丰科系一

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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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权益类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9月末 期初余额 比年初增减幅 变化原因 

应收账款 730,290,846.22 536,824,908.50 36.0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业务增长致应收账款

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136,655,561.66 40,591,459.15 236.66%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69,705,808.06 38,882,563.83 79.27% 
主要系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对各类备品

备件实施备货策略所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37,651,686.07 -100.00% 

因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转入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72,782,606.07   

因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转入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建工程 1,361,229,355.05 385,635,084.30 252.98% 

主要系韵达江西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

目、山东省韵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山东

总部产业园建设项目、吉林快递电商总

部基地项目等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1,812,253,360.36 1,222,120,302.90 48.29%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土地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0,438,662.69 378,432,215.96 -49.68%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土地款、工程款等减

少所致。 

短期借款 910,000,000.00 400,000,000.00 127.50%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1,362,823,361.47 907,263,284.04 50.21% 主要系报告期内网点预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734,536,464.04 1,488,725,220.01 -50.66%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其他款项减少所致。 

递延收益 101,262,667.49 54,911,483.49 84.4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款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152,539,976.00 117,277,048.00 30.07%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274,020,864.29 515,874,949.18 -46.8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末计提所得税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80,000,000.00   

因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

入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转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02,683,041.62 7,447,675,502.38 -87.88% 

因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

入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转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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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保理款    3,135,224.3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全资子公司韵达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所致。 

商誉  16,366,874.24 -100.00% 
因报告期快运业务剥离后合并范围变更

所致。 

利润类 

项目 2019年1-9月份 上年同期 比同期增减幅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4,253,465,357.88 9,248,025,736.11 162.26% 
主要系报告期内快递服务派件模式进行

调整以及业务量较去年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0,765,892,777.97 6,591,747,412.57 215.03% 
主要系报告期快递服务派件模式进行调

整，派送服务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792,635,028.64 550,378,248.42 44.02% 
主要系报告期内技术服务及职工薪酬等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65,806,001.14 45,491,432.36 44.66% 主要系研发人员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557,593.46 -10,674,969.07 123.96% 主要系报告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889,451.08 -100.00% 
因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转出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541,824.14   
因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转入所致。 

其他收益 83,119,361.53 8,869,702.57 837.12% 
主要系报告期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3,033,353.19 713,223,562.95 -75.74%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丰巢股权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834,861.97 333,555.38 450.09%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8,340,105.83 61,254,489.11 -86.38% 
主要系报告期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8,581,505.72 25,046,166.89 93.97% 
主要系报告期捐赠支出以及非流动资产

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 

项目 2019年1-9月份 上年同期 比同期增减幅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96,678,198.07 1,535,602,414.43 69.10% 

主要系报告期业务量增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04,067,518.89 -5,716,829,465.20 47.45%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支出的

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270,294.43 4,418,618,168.68 -97.75% 

主要系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筹集的资

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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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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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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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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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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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6,570,000,000.00   12,854,700,000.00 13,244,700,000.00 181,499,393.35 6,180,000,000.00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其他 837,651,686.07   135,130,920.00   972,782,606.07 自有资金 

合计 7,407,651,686.07 0.00 0.00 12,989,830,920.00 13,244,700,000.00 181,499,393.35 7,152,782,60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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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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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694,500 618,000 0 

合计 694,500 6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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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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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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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