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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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国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莫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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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4,304,754,136.00

47,262,379,649.00

-6.26%

6,287,793,631.00

5,954,163,492.00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7,022,376,188.00

-0.19%

53,758,501,392.00

13.87%

48,093,827.00

-67.00%

390,375,275.00

-18.00%

41,248,997.00

-69.85%

381,748,445.00

-15.55%

-843,133,530.00

320.61%

1,149,347,843.00

-14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71.43%

0.18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71.43%

0.18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84%

6.32%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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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075,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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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8,463.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16,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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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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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228,660.00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54,4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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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621,071.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3,75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2,762.00

合计

8,626,8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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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本公司需要面对经营供应链管理业务所面对的外汇风险，在经营
供应链管理业务时，本公司需替若干客户向外地出口商以美元购
货。一方面，本公司以贷款方式向银行借取美元，并以等值人民
币存款作为质押。此外，本公司利用若干衍生金融工具以管理上

64,961,955.00 述美金借款所引起的外汇风险。另一方面，本公司根据预计的未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来一年的付汇需求,由本公司在中国大陆签订远期美元购汇合约，
同时由联怡国际在香港签订金额相等，期限相同，到期日相同的
无本金远期人民币购汇合约，以管理其外汇风险。因此，本公司
将以下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投资收益

-43,069,380.0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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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9,07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怡亚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5%

485,114,690

国有法人

13.30%

282,318,810

其他

3.55%

75,437,913

境内自然人

2.90%

61,497,842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398,153,134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增
利 2 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万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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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享进
取明达 1 号证券 其他

0.97%

20,504,297

其他

0.94%

20,009,958

其他

0.79%

16,853,570

－广发小盘成长 其他

0.71%

15,009,836

0.61%

12,904,353

0.52%

11,115,310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行业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市明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明达 12 期私募投
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其他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明达 7 期证券 其他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5,114,690 人民币普通股

485,114,69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82,318,810 人民币普通股

282,318,810

75,437,913 人民币普通股

75,437,913

61,497,842 人民币普通股

61,497,842

20,504,297 人民币普通股

20,504,297

20,009,95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9,95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增
利 2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万忠波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
取明达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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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明达 12 期私募投资基金

16,853,570 人民币普通股

16,853,570

15,009,836 人民币普通股

15,009,836

12,904,353 人民币普通股

12,904,353

11,115,310 人民币普通股

11,115,3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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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明达 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

说明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的持股数量为 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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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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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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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控股”）就转让部分公
司股份事项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投控”）于2018年9月9日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书》。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怡亚通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106,134,89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转让给深圳投控，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5
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583,741,900.50元。
2018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怡亚通控股的通知，协议各方已经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约定的股份交割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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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18年10月18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深圳投控将持有公司388,453,70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378,979,79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5%；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8月15日召开的2018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因2018年9月5日召开的“14怡亚债”和“16怡亚01”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关于不要求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提前清偿“14怡亚债”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及《关于不要求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提前清偿“16怡亚
01”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均未获得债券持有人过半数的通过。
截至目前已有部分债券持有人代表向公司或债券托管人表达若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用于注
销，需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对债券另行增加担保措施。公司充分咨询了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
顾问意见，深入研究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经慎重研究和评估后认为：继续强行推进回购
股份事宜，可能会引起公司相关债权人要求提供额外担保或履行提前清偿债务的义务，将对
公司的资金安排、使用以及业务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给公司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最终会损
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为此，根据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
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的授权，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回购方案的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关于控股股东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筹
划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9 月 10 日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183&an
nouncementId=1205426878&announceme
ntTime=2018-09-10 07:4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回购方案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1 日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183&an
nouncementId=1205458952&announceme
ntTime=2018-09-21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2018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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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183&an
nouncementId=1205514634&announceme
ntTime=2018-10-19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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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主动寻求直
深圳市投资控股 避免同业竞
有限公司

争承诺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2018 年 09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务。若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将尽量避免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对于
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
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
合理价格确定。将严格遵守公司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深圳市投资控股 规范关联交 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
承诺

有限公司

易的承诺

2018 年 09

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 月 12 日
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承诺不会利
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
通过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权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若存
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公司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在人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实现 2018 年 09
“五分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

月 12 日

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和业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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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任何
直接或间接与被承诺方(发行人)的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以任
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控股子
公司、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拥有
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
等)从事与被承诺方(发行人)有竞
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对于自己将
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能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参股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
人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承诺
深圳市怡亚通投 避免同业竞 在被承诺方(发行人)提出要求时转 2007 年 10
资控股有限公司 争承诺

让自己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

月 30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或股份，并承诺给予被承诺方(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人)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

融资时所作承诺

权，并尽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
公平合理且基于与独立第三者进
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确定；承诺
不向其业务与被承诺方(发行人)所
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
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承诺赔偿被承诺方(发行人)因自己
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而遭受或
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1、若本次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
深圳市怡亚通供 发行公司债
应链股份有限公 券的相关承
司

诺

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债券上市前
将本期债券回售给本公司。

2014 年 11

2、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 月 20 日

5年

正常履行中

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
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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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0.00%

至

-20.00%

17,857.09

至

47,618.9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9,523.62

预计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70% 至-20%。主要原因
如下：1、在国家大力去金融杠杆的大背景下，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升。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大去杠杆，供应链金融业务收缩。3、进入三、四季度消费增长乏力。
4、创新业务正处于前期费用投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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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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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ompanyinfo_n.html?tzzgxxx?szsme0021
83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2018 年 09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ompanyinfo_n.html?tzzgxxx?szsme002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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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国辉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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