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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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审议

通过了本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玉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杰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罗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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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249,467 601,997,736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520,411 40,632,699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37,528,826 34,641,114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97 10.12 8.40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39,673 -14,229,55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110,656 12,401,599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8,148 4,147,834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52,549 4,145,265 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7 12.88 减少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4 1.21 2.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4 1.21 2.48 

 

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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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28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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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 16,5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5 -22,6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8 518 

所得税影响额 -721 1,639 

合计 2,361 -4,401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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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财政局 676,413,701 19.77 658,898,176 无 0 国家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89,430,762 8.46 289,430,762 

质押 289,298,53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冻结 1,430,913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

务有限公司 
263,807,206 7.71 263,807,206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636,220 6.68 228,636,22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

公司 
220,000,000 6.43 220,000,000 质押 46,09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76,262,294 5.15 176,262,294 无 0 国有法人 

长沙房产（集团）

有限公司 
169,940,223 4.97 169,940,223 质押 84,500,000 国有法人 

长沙通程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54,109,218 4.50 154,109,218 质押 75,1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23,321,299 3.6 123,321,29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2,182,564 1.82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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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182,564 人民币普通股 62,182,56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9,750,931 人民币普通股 49,750,931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刘秋蓉 39,956,335 人民币普通股 39,95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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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融睿投资有限公司 39,514,915 人民币普通股 39,514,915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939,281 人民币普通股 37,939,281 

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7,313,199 人民币普通股 37,313,199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湖南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00,000 

贺朴 23,849,353 人民币普通股 23,849,3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沙通程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注：本行股东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冻结的 1,430,913 股中，有 1,298,689 股为已质押股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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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1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0 12.33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

罗德资管卓远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13款－创金合

信泰利 6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账

户 
5,000,000 8.33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信托·银驰

理财 2014015号单一资金信托 
5,000,000 8.33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6.67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民生银行－创金合信

恒利 80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6.67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长安银行“长盈聚金”白

金专属年定开净值型理财计划（19801

期）－创金合信长安创盈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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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优先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0 境内优先股 7,400,000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

罗德资管卓远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13款－创金合

信泰利 6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账

户 
5,000,000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信托·银驰

理财 2014015号单一资金信托 
5,000,000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境内优先股 4,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民生银行－创金合信

恒利 80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境内优先股 4,000,00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境内优先股 3,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长安银行“长盈聚金”白

金专属年定开净值型理财计划（19801

期）－创金合信长安创盈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000,000 境内优先股 3,000,000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

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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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含30%）的项目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拆出资金 2,421,393 1,129,807 114.32 同业借出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225,330 22,097 919.73 外汇期权交易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097,842 5,958,579 -31.23 债券逆回购减少 

其他资产 5,172,968 976,961 429.50 清算资金往来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14,284,844 1,811,066 688.75 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存放款项 
24,392,995 14,231,777 71.40 境内同业存放款项增加 

拆入资金 11,106,155 8,410,550 32.05 境内同业拆入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98,179 - 不适用 融入债券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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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230,543 22,107 942.85 外汇期权交易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6,077,475 14,001,622 -56.59 债券正回购减少 

预计负债 509,883 246,324 107.00 对信贷承诺计提减值增加 

其他负债 6,422,980 2,526,415 154.23 其他应付款项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1,405 297,271 -89.44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利润表项目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1,711 527,317 -136.36 基金分红后净值除权所致 

汇兑收益 26,871 40,392 -33.47 汇率波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2,050 4,393 -53.33 其他营业收入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514 -4,920 不适用 抵债资产处置减少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 -1,955 不适用 抵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少 

其他业务成本 16 - 不适用 其他营业支出增加 

营业外收入 4,638 10,104 -54.10 罚没收入及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27,121 18,029 50.43 对外捐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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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玉国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