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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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庆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乔竹青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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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242,750,014.51 20,923,673,048.52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612,860,873.93 12,422,895,246.32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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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646,085.78 5.25% 8,271,327,708.58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96,331,265.60 26.41% 2,065,905,535.63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2,389,514.42 29.27% 1,994,877,285.53 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6,756,448.50 -81.79% 993,307,081.17 -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 29.03% 1.04 6.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 29.03% 1.04 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7% 0.71% 15.7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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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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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1,1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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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05,197.42

债务重组损益 19,098,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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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1,2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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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95,397.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02,763.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7,767.57

合计 71,028,25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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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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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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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12,481,801 质押 334,849,8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186,199,497 质押 248,265,900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9.24% 187,795,275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66,437,008

王涛 境内自然人 3.49% 70,866,141 质押 70,859,600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61,000,07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80% 56,936,3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 53,149,606

魏兆琪 境内自然人 2.06% 41,868,555 质押 2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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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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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283,464,566 人民币普通股 283,464,566

王泽龙 187,795,275 人民币普通股 187,795,275

许刚 104,160,601 人民币普通股 104,160,601

王涛 70,866,141 人民币普通股 70,866,141

谭瑞清 62,066,499 人民币普通股 62,066,499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61,0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7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56,936,308 人民币普通股 56,936,3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149,606 人民币普通股 53,149,606

魏兆琪 41,868,555 人民币普通股 41,868,555

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 38,668,613 人民币普通股 38,668,6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谭瑞清和公司董事长许刚于 2010年 3 月 3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终止，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况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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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报告期末（元） 报告期初（元）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26,627,684.62 1,684,382,500.87 79.69%主要系期末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91,344,933.68 218,033,111.50 33.62%主要系本期末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7,782,408.53 34,840,956.03 180.65%
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及计提定期存

款利息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5,412,140.29 111,397,079.43 326.77%
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及期末待抵扣

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69,557,891.95 11,625,909.94 498.30%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466,093.40 0 100.00%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所致。

在建工程 2,202,790,261.79 1,413,238,779.28 55.87%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2,011,749.59 169,777,137.18 48.44%主要系期末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84,426,049.76 85,667,651.39 115.28%主要系本期末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964,771,566.30 159,237,824.53 505.87%主要系本期云南新立收购款未到支付时间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64,534,230.00 578,127,672.50 -88.84%

主要系本期末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调入本科目

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2,086,971,806.53 407,807,282.10 411.75%主要系本期调整贷款结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43,390,223.53 4,169,943.33 940.55%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所致。

递延收益 310,684,988.34 184,070,128.41 68.79%主要系本期增加子公司云南新立数据所致。

库存股 0 663,155,409.81 -100.00%主要系本期转给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078,448.90 1,924,206.40 319.83%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 变动原因

利息收入 43,500,537.44 77,679,786.16 -44.00%主要系本期公司控制类金融子公司业务规模所致。

利息支出 23,500.00 3,553,173.07 -99.34%主要系本期公司控制类金融子公司业务规模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6,171.83 14,530.28 -57.52%主要系本期公司控制类金融子公司业务规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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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利息收

入
45,949,735.66 6,402,776.79 617.65%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投资收益 5,155,964.98 28,196,720.38 -81.71%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50,204.80 9,323,041.07 -67.28%主要系本期保险理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077,150.59 5,903,646.59 138.45%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8,981,100.66 37,876,326.89 -49.89%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股份低于同期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增减（%）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1,807,003.11 -1,794,474,373.05 -54.76%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5,969,155.97 -13,686,965.41 966.48%

主要系本期收取员工持股计划受让款、借款及贴现增

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
15,571,694.74 259,056.19 5910.93%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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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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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650,000,000

.00

16,877,797.

24

698,500,000.

00

646,000,0

00.00

1,263,918

.49

711,637,5

78.07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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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50,000,000

.00

16,877,797.

24

698,500,000.

00

646,000,0

00.00

1,263,918

.49

711,637,5

7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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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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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2,500.00 0 0

合计 42,50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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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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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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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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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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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