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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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书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师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叶艳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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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0,160,380.49

11,561,165,878.58

-46.54%

1,378,158,041.86

1,339,194,185.8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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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979,134.81

-36.08%

4,777,810,632.77

5.02%

10,868,122.98

-57.85%

61,118,207.41

-38.74%

10,242,183.49

-52.55%

56,343,946.27

-28.59%

68,955,994.29

-

-353,295,499.2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57.14%

0.16

-4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57.14%

0.16

-4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14%

4.49%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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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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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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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82,164.82
234,288.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32,269.40

合计

4,774,26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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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司在对外支付外币货款时，为降低支付成本、锁定外汇风险，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417,210.72 与金融机构签署一揽子合约，其中包括存款质押合约、贷款合约、
远期外汇合约等。因此，本公司将该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投资收益

15,494,0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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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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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陈书智

境内自然人

19.18%

71,599,567

71,599,567

张云

境内自然人

6.93%

25,877,963

19,408,472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7%

21,549,996

0

何帆

境内自然人

5.73%

21,388,904

21,388,904 质押

赵野

境内自然人

5.60%

20,917,401

15,688,051

5.38%

20,066,931

0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9%

19,743,607

0

邹勇

境内自然人

2.98%

11,107,701

叶晴

境内自然人

1.73%

6,442,594

0

吴娟

境内自然人

0.85%

3,155,344

0

浙江浙商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13,700,000

广东省绿色金融
投资控股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97,853

限公司
深圳市聚智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8,330,776 质押

11,09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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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绿色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深圳市聚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量

21,549,996 人民币普通股

21,549,996

20,066,931 人民币普通股

20,066,931

19,743,607 人民币普通股

19,74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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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6,469,491 人民币普通股

6,469,491

叶晴

6,442,594 人民币普通股

6,442,594

赵野

5,229,350 人民币普通股

5,229,350

吴娟

3,155,344 人民币普通股

3,155,344

王竹

2,947,819 人民币普通股

2,947,819

邹勇

2,776,925 人民币普通股

2,776,925

冯静

2,102,492 人民币普通股

2,102,4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深圳市聚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广东省绿色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2、除上述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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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货币资金

2019年9月30日

变动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3,991,302,444.35

9,049,082,286.64 -5,057,779,842.29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55.89%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464,667.82

-

6,464,667.82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将“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
金融资产”，详见本报
告“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

48,312,859.81

-48,312,859.81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融工具准则将“以公

资产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
金融资产”，详见本报
告“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应收票据

390,236.96

11,362,067.41

-10,971,830.45

-96.57% 主要系公司应收票据
已承兑所致

预付款项

192,874,343.66

127,140,825.35

65,733,518.31

51.70%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款
项增加

其中：应收利息

12,572,804.86

138,079,907.15

-125,507,102.29

-90.89%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到期利息收
回所致

存货

144,298,733.16

243,349,075.24

-99,050,342.08

-40.70% 主要系公司储备的存
货已交付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36,446,676.00

-136,446,676.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非流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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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详见本报告
“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36,446,676.00

-

136,446,676.00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详见本报告
“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无形资产

2,958,996.87

709,471.32

2,249,525.55

317.07% 主要系公司购买软件
并计入无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3,687,861,663.09

8,688,694,672.15 -5,000,833,009.06

-57.56%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33,175.16

-

333,175.16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将“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调整至“交易性
金融负债”，详见本报
告“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

50,354,479.87

-50,354,479.87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融工具准则将“以公

负债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调整至“交易性
金融负债”，详见本报
告“第四节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
况说明”
应付票据

-

3,800,000.00

-3,8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开出的应
付票据已承兑

应付账款

247,106,017.15

668,015,948.05

-420,909,930.90

-63.01% 主要系应付供应商款
项减少

预收款项

145,166,967.85

105,063,358.30

40,103,609.55

38.17% 主要系预收客户款项
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449,306.57

12,368,491.93

-7,919,185.36

-64.03% 主要系公司本年支付
上年末计提的员工年
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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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72,689,435.99

201,296,326.22

-128,606,890.23

-63.89%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其中：应付利息

8,428,179.97

117,613,899.31

-109,185,719.34

-92.83%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33,650,652.34

367,447,868.06

166,202,784.28

45.23% 主要系公司信用证贴
现增加

长期应付款

15,937,613.33

23,056,197.65

-7,118,584.32

-30.87% 主要系子公司融资租
赁项目销项税结转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6,866,782.17

-2,257,000.48

- 主要系汇率波动，外

-4,609,781.69

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
少数股东权益

95,806.26

55,948.80

39,857.46

71.24% 主要系合并范围的非
100%持股子公司本期
盈利，少数股东权益
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税金及附加

1,345,581.15

2018年1-9月
2,484,688.25

变动金额
-1,139,107.10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45.85%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减
少，其附加税减少所
致

销售费用

235,105,289.71

141,756,000.54

93,349,289.17

65.85% 主要系公司跨境电商
业务增长平台费用增
长及市场拓展费用增
长所致

管理费用

84,061,825.52

58,761,447.70

25,300,377.82

43.06% 主要系上年同期股权
激励计划完结，冲回
不满足解锁条件对应
的服务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39,510,511.72

135,205,643.94

-95,695,132.22

-70.78% 主要系汇率波动及公
司组合售汇业务产品
减少所致

其中：利息费

59,428,355.94

252,045,458.84

-192,617,102.90

用

-76.42%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利息

49,369,909.13

243,558,111.70

-194,188,202.57

收入

-79.73%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加：其他收益

2,061,610.23

21,771,899.00

-19,710,288.77

-90.53%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15,494,017.92

42,253,685.07

-26,759,667.15

业务产品减少所致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

-63.33% 主要系公司组合售汇

6,417,210.72

13,101,810.74

-6,684,600.02

-51.02% 主要系未到期的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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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合约因汇率波动

益（损失以“－”号填列）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9,837,417.22

-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9,837,417.22

融工具准则，按照要

失以“-”号填列）

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
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
预期信用损失，上年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损

-

-15,219,789.04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

15,219,789.04

融工具准则，按照要

失以“-”号填列）

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
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
预期信用损失，上年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减：营业外支出

54,019.36

251,890.99

-197,871.63

-78.55%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
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9年1-9月
-353,295,499.24

2018年1-9月
-1,019,880,978.39

变动金额
666,585,479.15

净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
到期支付2017年第四
季度收到的客户代收
代付款项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30,895.45

-9,414,438.57

9,183,543.12

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
减少所致。

187,550,891.29

-463,451,065.35

651,001,956.64

净额

- 主要系公司为支持业
务发展，筹集资金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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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2月19日，深圳市聚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智通”）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广东省绿色
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金控”）通过聚智通间接持有普路通股份19,743,607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大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号）、
2019年2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号）。
2、2019年3月8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确认登记书》，陈书智先生直接持有的公司20,066,931股股份已全
部过户登记至绿色金控名下，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所涉及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
制人股权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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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3月12日，陈书智先生收到绿色金控支付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二期转让价款，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
定，陈书智先生委托给绿色金控行使的71,559,56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18%）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将自2019年3月
12日起生效。控制权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书智先生。控制权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为绿色金控，实际控
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2018 年 11 月 19 日

www.cninfo.com.cn），公告披露编号：
2018-096 号，公告名称《关于实际控制
人,大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2019 年 02 月 20 日

www.cninfo.com.cn），公告披露编号：
2019-002 号，公告名称《关于公司实际

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份转让暨公司控

控制人、大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公告》。

制权变更事宜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2019 年 03 月 11 日

www.cninfo.com.cn），公告披露编号：
2019-006 号，公告名称《关于实际控制
人股权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2019 年 03 月 13 日

www.cninfo.com.cn），公告披露编号：
2019-013 号，公告名称《关于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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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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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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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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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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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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