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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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广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红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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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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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407,955.48 5,050,863,977.78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73,157,453.92 4,141,143,504.30 3.19%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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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09,524.98 36.28% 295,636,570.30 1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0,644,070.22 96.11% 153,237,857.98 10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561,189.78 100.77% 154,673,805.70 10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83,966,952.72 7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96.03% 0.2390 56.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96.03% 0.2390 5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增加 0.56 个百分点 3.64% 增加 0.9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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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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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6,797.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8,820.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029.61  

合计 -1,435,94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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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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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0% 421,898,926 421,898,926 
质押 420,702,066 

冻结 421,898,926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4% 49,000,049 0 
质押 48,999,179 

冻结 49,000,049 

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11,766,750 0 
质押 11,758,630 

冻结 11,766,750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4,594,166 0   

金思思 境内自然人 0.29% 1,865,766 0   

蒋君萍 境内自然人 0.23% 1,500,000 0   

海南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1,216,782 1,216,782   

李学军 境内自然人 0.18% 1,125,853 0   

林鹏 境内自然人 0.17% 1,108,505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17% 1,0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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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 49,000,049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49 

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 11,766,75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6,750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4,594,166 人民币普通股 4,594,166 

金思思 1,865,766 人民币普通股 1,865,766 

蒋君萍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李学军 1,125,853 人民币普通股 1,125,853 

林鹏 1,108,505 人民币普通股 1,108,505 

吕强 1,060,503 人民币普通股 1,060,503 

王国娟 995,645 人民币普通股 995,645 

陈莉莉 945,255 人民币普通股 945,2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下

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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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5,853 股；林鹏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0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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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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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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13,001,792.21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公允价值计量

的部分重分类计入本科目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4,004,004.01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本科目重分类计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16,000,000.00 23,521,648.40 -31.98% 主要系年初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383,123.65 3,886,027.73 244.39%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金融机构借款保证金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2,082,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国债逆回购资产到期收回所致。  

应收款项类投资 - 1,907,775,523.02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本科目计入债权投资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50,948,042.33 1,564,321,336.85 -39.21%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原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计

入债权投资，同时根据流动性重分类为此科目所致。  

债权投资 1,385,130,750.10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原应收款项类投资计入本

科目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86,291,552.47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

公允价值计量的部分重分类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的部分

重分类计入其他债权投资所致。  

其他债权投资 9,032,760.93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用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

成本计量的部分重分类计入本科目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07,944.49 1,742,154.31 78.40% 主要系本报告期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966,600,000.00 720,120,462.57 34.23% 主要系本报告期金融机构短期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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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 50,021,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末预收不良资产处置款，本报告期确认收入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574,411.95  88,703,352.99  -79.06% 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财务资助款所致。  

应付利息 6,099,044.48 4,443,121.11 37.27%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金融机构借款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31,280,000.00 22,311,715.75 488.39% 主要系本报告期长期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621.62 1,379,716.98 -98.43% 主要系上年已确认的债权投资收入到期收回所致。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95,636,570.30 247,470,407.38 19.46% 主要系本报告期资产管理业务持续发展，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591,564.69 4,850,635.39 -67.19%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相应印花税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33,579,084.92 85,185,086.68 -60.58% 主要系本报告期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868,780.36 3,732,424.04 -203.65% 主要系本报告期基金产品处置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36,236.24 -790,706.45 256.35% 主要系本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460,250.55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债权资产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12,558,078.78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4,202,045.04 682.50 615,584.2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政府专项奖励资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03,224.84 32,873.00 5,993.83% 主要系本报告期参与西藏当地精准扶贫工作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045,466.42 13,648,431.79 39.54%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966,952.72 -857,645,126.42 78.55% 主要系本报告期资产管理业务项目净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84,375.40 -4,958,036.27 981.08%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381,614.02 2,651,608,498.72 -89.99%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099,036.70 1,789,005,336.03 -93.01%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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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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与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于2018年1月27日签署了编号为（HDZG-CX-2018-ZF-007《债权收购协议》，

约定中孚实业将其对中孚铝业的1亿元债权转让给我司，中孚实业、豫联集团对上述债权到期兑付承担保

证责任。 因上述三方不能如期履行付款及保证义务，我司遂于2018年8月16日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要求中孚实业、中孚铝业、豫联集团向我司支付剩余4000万元债务重组本金及对应的债务重组补偿金。该

诉讼于2018年10月31日开庭，2019年1月10日一审结案，2019年1月22日向法院提交解除查封申请，申请解

除全部查封。双方已遵照调解书内容，如期履行义务。 

我司与中孚实业、中孚铝业于2017年3月23日签署了编号为HDZG-CX-2017-001的《债权收购协议》，

约定中孚实业将其对中孚铝业的3.6亿元债权转让给我司，中孚实业、豫联集团对上述债权到期兑付承担保

证责任。 因上述三方不能如期履行付款及保证义务，我司遂于2018年8月16日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要求中孚实业、中孚铝业、豫联集团向我司支付3.6亿元债务重组本金及对应的债务重组补偿金。该诉讼原

计划2019年1月17日开庭，实际2019年1月17日一审调解结案，2019年1月22日提交解查封申请，申请解除

除首封无限售流通股266,000,000股外的全部查封。双方已遵照调解书内容，如期履行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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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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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基金 0 

华润元大民生
证券稳固人生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基金 

66,109,317.00 公允价值计量 46,459,585.10    66,109,317.00 -5,013,033.7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0 

知远风华价值

2 号私募投资

基金 

5,000,000.00 公允价值计量 4,004,004.01 1,236,236.24    1,236,236.24 5,240,240.2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合计 71,109,317.00 -- 50,463,589.11 1,236,236.24   66,109,317.00 -3,776,797.53 5,240,240.2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9 年 04 月 2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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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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广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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