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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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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本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武勇、总经理胡酃酃、总会计师罗新鹏及财务部长刘启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6,257,764,194 36,893,133,065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713,654,692 29,175,727,345 (1.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515,633 172,145,630 128.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67,511,446 5,116,121,596 (2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072,653) 390,328,251 (2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2,654,338) 385,364,461 (22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1.34 减少 2.9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 0.055 (2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 0.055 (218.18) 

注：净资产收益率的“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03,3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204,2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9,7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1 

合计 581,695 

注：非经常性损失以负数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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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2,9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2,629,451,300 37.12 - 无 -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571,532,105 22.19 - 未知 - 境外法人 

林乃刚 124,000,000 1.75 -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985,800 1.21 -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3,883,592 0.76 -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479,805 0.43 - 未知 - 国有法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0,351,989 0.43 - 未知 - 国有法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101,600 0.40 - 未知 -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814,300 0.38 - 未知 -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36,800 0.37 -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2,629,45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9,451,3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571,532,105 
人民币普通股 154,351,756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17,180,349 

林乃刚 1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9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85,985,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3,883,592 人民币普通股 53,883,59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479,805 人民币普通股 30,479,805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0,351,989 人民币普通股 30,351,989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1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01,6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8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14,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3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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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公司 A 股 154,351,756 股和 H 股 

1,417,180,349 股，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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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

债表 
项目名称 

2020年3月31

日 

2019年12月31

日 

变动幅

度(%) 
主要原因分析 

(1) 合同负债 175,914,023 458,819,933 (61.66) 预收运输票款减少所致。 

(2) 应付职工薪酬 472,945,764 249,029,750 89.92 
2月和3月的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尚未支付所致。 

(3) 应交税费 127,935,123 360,328,262 (64.49) 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 项目名称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

度(%) 
主要原因分析 

(1) 营业收入 3,767,511,446 5,116,121,596 (26.36)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客运量大幅下降

所致。 

(2)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2,072,653) 390,328,251 (218.38)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客运收入随客运

量大幅下降而减少所致。 

现金流

量表 
项目名称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

度(%) 
主要原因分析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2,515,633 172,145,630 128.0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客运收入大幅减

少；同时，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大幅减少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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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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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导

致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出现亏损。 

截止目前，虽然中国境内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运行秩序正在有序恢复，本公司

的运输生产也逐步恢复正常，但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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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本公司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继续对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并

可能造成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经常性损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重大变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

事会建议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083,53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9 年度末期

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06 元（含税），总额为人民币 425,012,220 元。该预案尚需提呈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3.6 内部控制实施工作进展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工作的有关要求，完成了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并披露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上述报告均已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及公司网站（http://www.gsrc.com）披露。 

 

 

 

公司名称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武勇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