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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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桂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庆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何庆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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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8,258,507.71 792,678,634.89 -1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178,581.83 271,840,657.30 -3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3,032,772.85 262,352,907.56 -3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1,394,346.33 -224,125,894.78 -6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0896 -3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0896 -3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3.3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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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3,303,504.72 18,887,604,442.51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57,502,015.82 8,604,238,841.81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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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35.3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123,102.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4,607.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81,936.33  

合计 10,145,80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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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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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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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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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6% 712,044,128  质押 552,199,992 

张桂平 境内自然人 17.27% 524,179,113 393,134,335 质押 390,250,000 

张康黎 境内自然人 14.93% 453,083,596 339,812,69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国有法人 2.03% 61,514,603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4% 49,800,7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 42,797,956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 37,848,605    

#谈凤仙 境内自然人 0.90% 27,343,830    

#潘晓东 境内自然人 0.72% 21,941,85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19,98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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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712,044,128 人民币普通股  

张桂平 131,044,778 人民币普通股  

张康黎 113,270,89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1,514,603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49,800,796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797,956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848,605 人民币普通股  

#谈凤仙 27,343,830 人民币普通股  

#潘晓东 21,941,85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985,21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桂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宁环球集团为

其控制企业，与股东张康黎先生为父子关系。除此以外，上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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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

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谈凤仙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343,830 股。 

2、#潘晓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94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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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市公司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与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 30%的，应在本

次季报中说明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000,000.00  10,320,000.00  -32.17% 年初应收票据到期收回 

 应收利息 412,861.11  19,769,890.29  -97.91% 年初预提的理财产品应收利息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1,071,697,148.24  1,648,181,316.48  -34.98%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长期待摊费用 24,096,689.82  10,879,475.06  121.49% 河西办公楼的装修及设计费用 

 长期借款 2,033,911,432.00  1,433,911,432.00  41.84% 本期新增长期借款 

库存股 452,612,807.61  222,697,399.79  103.24% 本期回购公司股份 

     （2）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3,372,436.36 67,134,184.14 -50.29% 
上期有老项目结转的营业税，本期改征

增值税 

财务费用 10,450,391.63 6,725,278.07 55.39% 本期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 

     （3）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0.00  18,970,000.00  -100.00% 本期没有此项现金流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1,320,000.00  0.00    联营企业宽石的分红收益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90,000,000.00  0.00    本期增加对联营企业镇江医美的投资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537,000,000.00  989,950,000.00  -45.75%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下降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22,166,963.91  -100.00% 上期收到苏宁环球集团划款，本期没有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300,000,000.00  1,035,297,733.33  -71.02% 本期归还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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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40,429,046.33  28,204,134.47  43.34% 本期支付利息较上期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49,533,894.99  0.00    

主要为回购公司股份及归还苏宁环球

集团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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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该议案已经2018年11

月2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38），2018 

年1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上述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计回购公司股份71,273,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487%，最高成交价为3.48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29,915,407.82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19年4月1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41,415,85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6601%，最高成交价

为3.4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52,612,807.61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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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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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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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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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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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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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