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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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出席，审

议通过了本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玉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铸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罗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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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19,829,350 601,997,736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367,346 40,632,699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资产 
36,375,761 34,641,114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0.63 10.12 5.0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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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124 12,248,295 -198.93 

营业收入 4,752,523 4,202,698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3,211 1,368,852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5,679 1,375,506 1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4.37% 减少 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0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0 12.50  

 

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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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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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9 

所得税影响额 921 

合计 -2,46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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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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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财政局 666,359,972 19.48% 658,898,176 无 - 国家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89,430,762 8.46% 289,430,762 质押 149,298,53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

务有限公司 
263,807,206 7.71% 263,807,206 无 - 国有法人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

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636,220 6.68% 228,636,22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兴业投资有限

公司 
220,000,000 6.43% 220,000,000 质押 46,09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76,262,294 5.15% 176,262,294 无 - 国有法人 

长沙房产（集团）

有限公司 
169,940,223 4.97% 169,940,223 质押 84,500,000 国有法人 

长沙通程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54,109,218 4.50% 154,109,218 质押 75,1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23,321,299 3.60% 123,321,299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亿盾投资有限

公司 
62,226,214 1.82% 0 质押 5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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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亿盾投资有限公司 62,226,214 人民币普通股 62,226,214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182,564 人民币普通股 62,182,56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9,750,931 人民币普通股 49,750,931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439,281 人民币普通股 41,439,281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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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7,313,199 人民币普通股 37,313,199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湖南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00,000 

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692,434 人民币普通股 20,692,4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长沙通

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景鹏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为湖南亿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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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21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所持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0 12.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

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非凡资产管理翠

竹 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13款－

创金合信泰利 6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账户 
5,000,000 8.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信

托·银驰理财 2014015号单一资

金信托 

5,000,000 8.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6.67%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民生银行－创金

合信恒利 80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6.67%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长安银行“长盈

聚金”白金专属年定开净值型理

财计划（19801期）－创金合信长

安创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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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优先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0 境内优先股 7,400,000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

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非凡资产管理翠

竹 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13款－

创金合信泰利 6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000,000 境内优先股 6,000,00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账户 
5,000,000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北京信

托·银驰理财 2014015号单一资

金信托 

5,000,000 境内优先股 5,000,000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境内优先股 4,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民生银行－创金

合信恒利 80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境内优先股 4,000,00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境内优先股 3,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长安银行“长盈

聚金”白金专属年定开净值型理

财计划（19801期）－创金合信长

安创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0 境内优先股 3,000,000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

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

明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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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数据变动幅度达 30%以上（含 30%）的项目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利润表项目 

投资收益 1,140,328 648,490 75.84 基金分红增加 

其他收益 519 2,002 -74.08 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9,406 255,445 -135.00 基金分红后净值除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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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收益 10,565 -9,070 不适用 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379 1,920 -80.26 其他营业收入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74 -597 不适用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减少 

税金及附加 39,524 29,527 33.86 增值税附加增加 

营业外收入 434 1,860 -76.67 罚没款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4,468 12,119 -63.13 债务重组损失同比减少 

项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存放同业款项 4,948,066 7,118,864 -30.49 存放境内同业款项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156,808 22,097 609.63 
新增代客外汇掉期业务以及结

构性存款挂钩期权交易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533,703 5,958,579 43.22 买入返售债券增加 

其他资产 1,568,907 976,961 60.59 其他应收款增加 

向中央银行借款 6,567,015 1,811,066 262.60 
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以及专项

再贷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269,173 - 不适用 债券借贷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55,055 22,107 601.38 
结构性存款挂钩期权交易的平

盘对冲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394,293 14,001,622 -68.62 卖出回购债券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694,401 1,012,851 -31.44 应付工资减少 

其他负债 1,767,831 2,526,415 -30.03 其他应付款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498,698 297,271 67.76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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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玉国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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