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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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安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之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加

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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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0,123,420.04 6,822,754,890.76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483,579,621.57 4,539,874,931.7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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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22,818.00 -137,352,268.82 -1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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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01,948.09 883,748,572.03 -3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295,310.15 28,581,521.28 -29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2,588,748.38 20,080,302.54 -41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478 0.6364 减少 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07 0.0359 -296.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07 0.0359 -2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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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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290.00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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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1,507.57  

 

财政扶持资金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58,685.61 其他营业外收支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3,026,887.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1,126.69   

所得税影响额 -750,435.00   

合计 6,293,438.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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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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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

司 
407,061,147 51.1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12,178,462 14.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 
32,823,936 4.13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3,749,100 1.73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

组合 
7,383,921 0.93 0 未知  未知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7,126,733 0.9 0 未知  未知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

公司 
3,879,383 0.49 0 未知  未知 

陈春连(注 1) 3,000,000 0.38 0 未知  未知 

王采勇 2,998,700 0.3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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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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967 0.34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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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407,061,147 人民币普通股 407,061,147 

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2,178,462 人民币普通股 112,178,46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32,823,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823,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7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49,1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7,383,921 人民币普通股 7,383,921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 7,126,733 人民币普通股 7,126,733 

上海捷时达邮政专递公司 3,879,383 人民币普通股 3,879,383 

陈春连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王采勇 2,9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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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967 人民币普通股 2,708,9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中，除

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国有控

股股东，与第二、三位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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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战略投

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注 1：股东陈春连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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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单位：万元）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

额） 

上期期末余额 

（或上年同期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应收账款 64,266.04 96,052.25 -31,786.21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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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6,165.30 4,166.93 1,998.38 47.96% 

其他流动资产 106,723.51 4,380.48 102,343.03 2336.34% 

应交税费 3,162.07 8,391.00 -5,228.93 -62.32% 

营业总收入 54,210.19 88,374.86 -34,164.66 -38.66% 

营业成本 51,571.70 74,797.90 -23,226.21 -31.05% 

销售费用 1,122.20 2,421.85 -1,299.65 -53.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9.53 2,858.15 -8,487.68 -29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2.28 -13,735.23 19,467.51 141.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10 -0.23 -312.87 -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合并总资产 66.20亿元，负债 16.3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44.84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含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 2019年 6月 21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列示为其他流

动资产；应收账款较上期期末减少 3.18亿元（-33.09%）主要为积分、视讯业务应收结算款的收

回；预付款项较上期期末增加 0.2亿元（+47.96%）主要为商旅业务、版权采购等预付款的增加；

应交税费较上期期末减少 0.52亿元（-62.32%）为年初应交税费的正常缴纳。 

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2亿元，同比减少 3.42亿元（-38.66%），一季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0.56亿元，同比减少 0.85亿元（-296.96%），主要为报告期内：1、酒

店和商旅业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净利润同比减少；2、公司重点开展 5G互联网应用业务，成

本投入增加；3、其他互联网业务板块业务减少。利润表项目中，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1300万元

（-53.66%）主要为渠道服务费和客户服务费的同比减少。 

2020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57亿元，同比增加 1.95亿元（+141.73%），

主要为视讯、积分业务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的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3万元，主要为报告期内按照新租赁准则将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计入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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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公司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将下降超过50%，主要由

于公司将进一步加大5G互联网应用业务投入，同时新冠疫情对传统商旅和酒店业务的影响将持续。 

 

公司名称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安民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