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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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聂腾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万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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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61,719,034.90 22,496,654,773.40 2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989,473,269.24 13,462,844,669.99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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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9,715,836.12 0.81% 23,087,336,643.09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9,015,692.76 -48.54% 1,020,016,017.96 -4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4,895,271.01 -50.69% 854,348,345.91 -5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27,538,760.73 -44.32% 858,191,753.65 -66.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47.83% 0.35 -48.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47.83% 0.35 -4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下降 2.84 个百分点 7.39% 下降 8.62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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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8,9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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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76,443.7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37,490.5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7,504,812.25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理

财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586,440.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87,906.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763,8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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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6,108.10  

合计 165,667,67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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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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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10% 1,510,552,788 0 质押 330,276,719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123,536,910 0   

黄新华 境内自然人 3.83% 110,983,131 0 质押 64,224,500 

聂腾云 境内自然人 3.39% 98,355,297 73,766,473   

宁波招银成长拾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62,529,592 0   

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57,883,280 0   

上海太富祥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55,533,53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13% 32,893,841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其他 0.71% 20,524,7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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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樟清 境内自然人 0.56% 16,126,652 12,09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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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10,552,788 人民币普通股 1,510,552,788 

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536,910 人民币普通股 123,536,910 

黄新华 110,983,131 人民币普通股 110,983,131 

宁波招银成长拾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2,529,592 人民币普通股 62,529,592 

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883,280 人民币普通股 57,883,280 

上海太富祥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533,531 人民币普通股 55,533,53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893,841 人民币普通股 32,893,841 

聂腾云 24,588,824 人民币普通股 24,588,82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20,524,744 人民币普通股 20,524,74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5,819,288 人民币普通股 15,819,2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6 年，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陈立英、聂樟清、陈美香、上

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庐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桐庐韵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因此，前述

十大股东中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聂樟清系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478,052,788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2,500,000 股，合计持有 1,510,552,788

股。 

【注】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原股东“上海丰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更名为“上海丰科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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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权益类 

项目 2020年9月末 期初余额 
比年初增减

幅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96,924,686.01 1,931,154,423.43 163.93% 主要系本期发行超短期债券、中期票据及境外债所致 

其他应收款 252,821,232.69 148,351,180.90 70.42% 主要系备用金及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138,205,266.67 97,763,170.51 41.37% 主要系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对各类备品备件实施备货策略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630,867,007.70 976,611,390.96 66.99%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568,832,615.01 1,539,218,281.84 66.89% 主要系韵达电商总部基地项目等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2,716,515.56 239,782,417.84 47.10% 主要系本期递延收益、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5,253,062.57 48,543,323.58 261.02% 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907,106,252.04 710,837,879.17 168.29%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信用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107,533,204.79 1,340,559,587.50 -91.98% 主要系报告期适用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1,925,622,019.1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适用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应交税费 151,077,076.95 278,856,000.30 -45.82%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674,397,409.78 1,085,047,611.59 -37.85% 主要系应付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付债券 4,927,483,492.82  100.00% 主要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及境外债所致 

预计负债 6,093,780.54 2,507,340.12 143.04% 主要系或有事项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257,436,313.67 132,773,677.85 93.89%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股本 2,899,247,348.00 2,226,286,468.00 30.23%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股所致 

库存股 62,503,572.66 21,173,624.99 195.20% 主要系本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致 

利润类 

项目 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同期增减

幅 

变动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203,813,759.64 65,806,001.14 209.72% 主要系公司研发人员增加致薪酬增加及技术外包服务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6,025,389.02 2,557,593.46 2,090.55% 
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发行中期票据和境外债使得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3,870,435.14 -28,541,824.14 123.78% 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4,942,064.95 48,581,505.72 -48.66% 主要系报告期捐赠及资产报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5,911,393.35 706,264,781.40 -62.35%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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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同期增减

幅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8,191,753.65 2,596,678,198.07 -66.9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使得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80,186,803.51 99,270,294.43 5,319.73% 主要系报告期发行超短期债券、中期票据及境外债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24,650,223.90 91,351.71 -27,083.87% 主要系发行境外债外币折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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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2020年3月13日，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3月16

日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3月1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

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2、2020年4月23日-2020年4月24日，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10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27

日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

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3、2020年8月19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YUNDA  Holding  Investment  Limited在境外完成5亿美元债券的发行。该美元债

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市日期为2020年8月1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20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债券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4、2020年10月22日-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5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0月

26日全部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2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0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20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YUNDA  Holding  

Investment  Limited 在境外完成 5 亿美元

债券的发行 

2020 年 08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20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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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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结

售汇 
68,220 

2020 年 09

月 25 日 

2025年08

月 14 日 
— 不适用 不适用 — 68,220 4.88% 0 

合计 68,220 -- --     68,220 4.88%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债务融资以及公司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20 年 09 月 23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是外币投融资业务，存在因

标的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价格变 动而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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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流动性风险：因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为通过金融机构操作，存在因市场流动性不足，

产生平仓斩仓损失而须向银行支付费用的风险。 

 3、信用风险：公司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

往来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4、履约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要按照滚动预测进行相应风险管理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存在实际金额与预算偏离而到期无法履约的风险。 

 5、其他风险：在具体开展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

时、完整地记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同时，如交易人员

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将面临 因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及交易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 

1、明确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交易原则：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跨境业务为基础，以规

避和防范汇率利率风险为目的，不从事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2、产品选择：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套期保值产品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3、交易对手选择：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对手目前均为经营稳健、 资信良好，与公司

合作历史长、信用记录良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国际性银行。  

4、外汇套期保值公允价值确定：公司操作的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主要为管理未来可预测期间的

外汇交易，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公允价值，公司按

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公开市场提供或获得的交易数据厘定。  

5、配备专业人员：公司已配备具备金融衍生品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负责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

市场分析、产品研究和公司整体管理政策建议等具体工作。 

 6、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及报告机制：公司对已交易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设置风险限额，并对风险

敞口变化、损益情况进行及时评估，定期向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风险分析报告；利用恰当的风

险评估模型或监控系统，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 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

加报告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 

 7、严格执行前台后台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交易人员与会计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

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

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确认计量，公允价值基本参照

银行定价，公司每季度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且已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的要求建立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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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适时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防范利率及

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市场波动对公司经营及损益带来的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

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381,921.66万元，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99.45%，其中智能仓配一体化转运中心

建设项目，已投入12,326.76万元，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投入199,576.24万元，快递网络运能提升项目，已投入105,559.03

万元，供应链智能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已投入64,459.63万元。 

六、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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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780,205 593,056.5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790,205 603,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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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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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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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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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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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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