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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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海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鹏羿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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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957,732.57 2,905,835,146.84 5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5,346,822.26 378,060,788.08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2,017,659.75 336,282,398.19 1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703,967.90 -374,430,714.11 5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0 0.250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0 0.250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5.43%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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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406,313.12 11,865,724,097.93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08,455,302.51 8,502,309,643.78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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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4,807.2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91,113.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722,577.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09,720.84  

合计 33,329,16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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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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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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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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德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76% 822,884,966 822,884,966 质押 650,594,966 

南通泓石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 75,521,700  质押 46,600,000 

陈德军 境内自然人 3.38% 51,675,345 43,424,223   

谢勇 境内自然人 2.90% 44,430,919 44,430,919 质押 44,430,919 

陈小英 境内自然人 2.65% 40,568,472 40,568,472 质押 21,357,733 

上海磐石熠隆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39,561,777 39,561,777   

宁波艾缤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38,716,981 38,716,981 质押 38,716,981 

西藏太和先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38,344,491 38,344,491 质押 38,344,491 

宁波旗铭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30,668,289 30,668,289 质押 30,668,289 

上银基金－兴业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65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0,432,136 30,4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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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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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75,5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75,521,7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紫金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183,928 人民币普通股 16,183,9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82,605 人民币普通股 11,182,605 

陈德军 8,251,122 人民币普通股 8,251,122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4,5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6,90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

卓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02,279 人民币普通股 4,002,27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8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5,000 

李兆元 2,6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0,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

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1,731 人民币普通股 2,331,731 

姜志江 2,1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紫金 1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系陈德军委托设立。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一致行动

关系如下：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与宁波艾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旗

铭投资有限公司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陈德军、陈

小英三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紫金 10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系陈德军委托设立。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票 4,516,9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2,310,000.00 股；姜志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股票 2,146,800.00 股，其中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2,14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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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000,000.00 36,100,000.00 -91.69% 主要系期初应收票据到期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408,460,319.48 228,876,069.77 78.46% 主要系转运中心场地改扩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6,477,780.45 113,130,751.39 126.71% 
主要系预付转运中心设备款、工程款及预付

房租款所致； 

短期借款 755,000,000.00 100,000,000.00 655.00% 主要系向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49,338,967.83 477,465,897.97 -89.67% 主要系本期缴纳期初应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06,957,732.57 2,905,835,146.84 55.10% 
主要系本期业务量增加以及直属转运中心

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846,037,693.59 2,391,935,760.04 60.79% 
主要系本期业务量增加以及直属转运中心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2,916,450.84 12,184,311.31 170.15% 
主要系公司组织架构变动增加省区网络管

理、市场部人员、客服人员所致； 

管理费用 109,021,492.28 69,213,746.29 57.51% 

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规模

扩大以及战略布局，公司省区管理人员增

加、薪酬调整及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7,703,967.22 46,578.59 16439.72% 主要系随着借款本金增加导致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932,370.16 -19,820.70 -24984.94% 主要系当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328,142.66 7,868,361.91 -95.83%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553,986.13 3,222,608.51 289.56% 主要系公司增加对外捐赠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4,750,690,892.91 3,189,869,541.83 48.93%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9,039,904.98 387,123,399.40 -66.67% 

主要系本期收到往来及经营保证金减少所

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3,975,370,112.09 2,943,558,548.50 35.05%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87,933,701.28 423,779,021.11 38.74% 主要系本期支付期初应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40,291,113.24 2,914,038,361.91 -78.03% 主要系收回到期的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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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78,835,621.35 162,640,867.41 132.93% 

主要系增加对转运中心设备的投入、新建转

运中心的建设支出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69,449,312.41 2,519,865,861.00 -69.46%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55,000,000.00 8,000,000.00 8087.50% 主要原因系向银行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5,03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无到期债务偿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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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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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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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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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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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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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德军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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