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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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玉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志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艳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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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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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92,067,887.60 101,979,961,953.03 101,955,381,527.59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095,129,169.04 17,067,184,046.09 17,031,275,741.99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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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526,776.01 -39.80% 10,069,504,301.90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6,907,319.47 10.57% 1,501,107,995.15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203,157.78 -1.54% 1,288,024,845.25 26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003,784,599.79 24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1 10.78% 0.2149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1 10.78% 0.2149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0.16% 8.4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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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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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1,873.8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77,167,0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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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6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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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80,030.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533,241.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1,907.96  

合计 213,083,14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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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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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旗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7% 3,234,063,239 456,389,451 质押 2,117,297,782 

贵阳市城市发展

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8% 327,834,898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120,342,81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67,462,050 0   

北京庆云洲际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30,810,24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0% 27,790,876 0   

陈伟利 境内自然人 0.30% 20,800,000 0   

杨炳桂 境内自然人 0.21% 14,381,500 0   

宋建波 境内自然人 0.18% 12,566,100 0   

张智 境内自然人 0.16% 11,432,599 8,574,449 质押 3,3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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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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77,673,788 人民币普通股 2,777,673,788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27,834,898 人民币普通股 327,834,8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0,342,814 人民币普通股 120,342,81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462,050 人民币普通股 67,462,050 

北京庆云洲际科技有限公司 30,810,2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10,2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790,876 人民币普通股 27,790,876 

陈伟利 20,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00,000 

杨炳桂 14,3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81,500 

宋建波 12,56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6,100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11,095,816 人民币普通股 11,095,8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智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与上表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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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其余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2,310,801 股，股

东陈伟利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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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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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说明 

3、资产负债表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407,225,926.37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7,145,076,277.61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预付款项  784,830,231.84   184,853,627.74   324.57  预付拆迁款增加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6,507,773,265.29   3,620,980,445.54   79.72  分保业务增加 

其他应收款  4,591,957,324.38   3,449,521,287.94   33.12  再保险应收款等增加 

应收利息  148,468,896.92   227,195,261.45   -34.65  应收利息收回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40,907,328.88   22,176,561.60   4,142.8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394,440,539.21   243,362,392.84   62.08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发放贷款及垫款  -     5,780,000,000.00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债权投资  3,836,516,796.29   -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7,764,874,060.58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 2,700,264,230.00  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持有至到期投资  -     85,267,585.26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2,909,261,856.36   557,153,986.29   422.16  保险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增

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97,259,600.00   -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952,098,185.53   -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付票据  2,132,382,212.54   522,441,258.42   308.16  应付票据结算业务增加 

应付账款  2,835,597,476.94   4,609,593,644.72   -38.48  应付票据结算业务增加 

预收款项  4,481,575,891.46   8,985,513,338.04   -50.12  销售结转增加 

应交税费  2,882,568,355.21   1,996,813,822.70   44.36  报告期子公司实现利润计提的

所得税增加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03,105,362.60   49,063,343.98   110.15  规模保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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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分保账款  5,770,252,876.12   3,541,670,849.42   62.92  分保业务增加 

应付赔付款  188,773,244.09   276,565,240.56   -31.74  保险赔付支出减少 

应付保单红利  163,832,529.91   106,092,708.31   54.42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保险合同准备金  16,216,901,776.41   9,805,486,453.65   65.39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12,552,167,808.98   7,459,013,648.19   68.28  万能险保费规模增加 

应付债券  4,669,946,748.40   2,689,039,749.23   73.67  债券融资方式增加 

2、损益类项目     

已赚保费  4,818,031,661.32   388,557,198.92   1,139.98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68,941,747.04   158,416,584.36   196.02  证券公司业务规模增加 

金融业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13,828,379.69   -382,048,677.23   -260.67  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金融业其他业务收入  234,916,055.57   49,527,159.39   374.32  保险公司金融类其他业务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25,714,512.75   215,706,659.15   143.72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赔付支出净额  634,149,570.27   946,952,361.91   -33.03  保险业务赔付支出减少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3,524,609,891.83   -1,134,392,754.24   -410.70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保单红利支出  135,391,674.80   57,044,656.67   137.34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销售费用  178,997,479.98   296,918,667.08   -39.71  促销费用减少 

业务及管理费  896,033,992.65   674,441,013.45   32.86  保费规模增加，业务推动费增

加 

非金融业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63,246,036.80   1,616,193,046.40   -71.34  处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00,018,259.68   -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     261,468,145.55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3、现金流量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3,784,599.79   -6,381,582,419.62   241.09  保险业务规模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7,661,049.17   1,370,282,300.27   -1,014.97  保险公司投资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9,052,453.23   17,960,137,656.24   -85.81  上年同期收到中天城投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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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设立中天城投集团（乌当）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贵州星环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天城投集团（乌当）土地

整理有限公司，并在贵阳市乌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1.公司名称：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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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集团（乌当）土地整理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2MA6HW9UN10；3.注册资本：10,000万元；4.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5.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天社区服务中心山花居委会赵家寨组115号；6.法人代表：李正南；7.

经营范围：土地整理及复垦；从事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利用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环境景观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8.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贵州星环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0%。 

   （二）设立中天城投集团（惠州）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旅游会展有限公司与惠州市富利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天城投集团（惠

州）置业有限公司，并在惠州市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1.公司名称：

中天城投集团（惠州）置业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3N4Y442；3.注册资本：5,000万元；4.类型：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5.住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人民六路中天彩虹城8幢712号房；6.法人代表：汤旭；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与销售；土地整理与设计；酒店投资与管理；新技术及产品项目投资；会议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8.股东情

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旅游会展有限公司持股70%，惠州市富利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三）设立贵阳中天鑫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河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贵阳中天鑫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并在

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1.公司名称：贵阳中天鑫晟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MA6J1U1091；3.注册资本：1,000万元；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5.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未来方舟A组团接待中心2楼 ；6.法人代表：王昌忠；

7.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土地整理、复垦；旅游项目投资开发及建设；房屋租赁；

房地产经纪；房地产销售；8.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河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股100%。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或公司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1%—25%的股权重大资产收购工作仍在推进中，尚未形成最终方案。贵阳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收购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0,000万股股份事项最终完成尚需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 31,810,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41%，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5.21元/股，回购股份最低成交价为3.3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23,302,722.59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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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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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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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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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