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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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悦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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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891,623.96

18,356,621,127.26

9.41%

2,398,155,827.51

2,297,598,747.06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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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483,960.99

36.73%

2,918,752,906.60

61.72%

104,554,178.36

-34.60%

131,320,135.31

-47.61%

105,065,141.58

-34.39%

130,379,399.50

-27.80%

2,338,732,516.90

1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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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48%

0.26

-46.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48%

0.26

-4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3.13%

5.57%

-6.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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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2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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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36,539.00
-1,043,620.58
651,382.31
691,078.18
940,73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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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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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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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5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鲁能集团有限公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0.82%

106,771,767

0

境内自然人

1.90%

9,753,593

0

国有法人

1.43%

7,352,300

0

境内自然人

1.33%

6,800,000

0

其他

1.31%

6,731,516

0

境内自然人

1.22%

6,256,675

0

其他

1.18%

6,044,655

0

其他

1.11%

5,700,034

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1.10%

5,629,091

0

王雪梅

境内自然人

1.00%

5,105,291

0

司
罗瑞云
戈德集团有限公
司
汪向东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王春艳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天
合稳健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城镇发展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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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106,771,767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106,77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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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云

9,753,593 人民币普通股

9,753,593

戈德集团有限公司

7,3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2,300

汪向东

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0

6,731,516 人民币普通股

6,731,516

6,256,675 人民币普通股

6,256,675

6,044,655 人民币普通股

6,044,655

5,700,034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34

张伟

5,629,091 人民币普通股

5,629,091

王雪梅

5,105,291 人民币普通股

5,105,29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王春艳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
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说明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罗瑞云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803,200 股，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950,393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汪向东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800,000 股；王春艳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7,100 股，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129,575 股；王雪梅
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105,2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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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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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63,998.14万元，较年初减少33.87%，原因为归还贷款及支付工程款。
2、报告期末预付账款3,515.13万元，较年初增加1818.66%，原因为预付开发工程款及电
力、供水、燃气费等。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9,544.61万元，较年初减少90.10%，原因为收回竞拍保证金。
4、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37,462.86万元，较年初增加51.63%，原因为预缴增值税、土地
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5、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为零，较年初减少100%，原因为本期处置原对外出租的幼儿园。
6、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33,581.85万元，较年初增加33.37%，原因为预收房款形成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7、报告期末应付账款152,573.04万元，较年初增加95.20%，原因为新增加应付工程款及
预提开发工程款。
8、报告期末预收账款743,489.08万元，较年初增加78.77%，原因为新增泰山7号、北渝星
城、领秀城项目销售回款。
9、报告期末应付利息995.52万元，较年初减少61.26%，原因为应付利息随借款本金归还
而减少。
10、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34,755.59万元，较年初减少34.37%，原因为归还往来款项。
11、报告期末长期借款344,820.00万元，较年初减少41.77%，原因为归还贷款。
（二）利润表项目
1、报告期营业收入291,875.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1.72%，原因为本期新增中央公馆、
南渝星城、星城13街区及领秀城5号地二期项目交付确认收入。
2、报告期营业成本222,730.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8.12%，原因为本期新增中央公馆、
南渝星城、星城13街区及领秀城5号地项目二期交付确认收入的同时，结转售房成本增加。
3、报告期税金及附加10,441.3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5.75%，主要为营改增政策影响，
上年同期含营业税。
4、报告期销售费用19,034.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11%，原因为销售推广力度加大，
增加了各项营销推广费用。
5、报告期财务费用1,883.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66.11%，原因为费用化借款利息支出
增加。
6、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79.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946.30%，原因为收回应收款项，
冲回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7、报告期投资收益-226.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6.46%，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对宜宾
鲁能参股投资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8、报告期营业外支出144.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4.61%，原因为赔偿金支出增加。
9、报告期所得税费用8,006.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8.98%，原因为控股子公司重庆鲁
能上年同期取得所得税减免冲减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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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628,512.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7.51%，原
因为新增项目销售回款增加。
2、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01,111.0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3.40%，原
因为收到的往来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
3、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384,665.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64%，原
因为上年同期新拓展项目支付土地款较多。
4、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7,233.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1.71%，原
因为新增项目公司及人员，人工成本增加。
5、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52,413.3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6.96%，原因
为支付往来款款项、土地竞拍保证金定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6、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1,002.99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45.36%，原因为上年同期处置两所幼儿园，本年处置一所。
7、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774.25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889.33%，原因为公司本期新增鲁能城商业在建项目。
8、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07,7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2.14%，原因为新增借
款减少。
9、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现金310,539.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7.15%，原因为归还贷款
增加。
10、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38,008.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6.88%，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应偿付利息的贷款本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本期支付的利息增加；
二是本期公司实施现金分红，上年同期未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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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相关事项说明
1、2017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有关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为加快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同
意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即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有关募集配套资金。
2、2017年7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46”的《关于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7年7月7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重组报告书》等文
件，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因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价格由6.81元/股调整为6.75元/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数量调整为：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1,337,910,600股调整为1,349,803,139股，最终
以监管机构批复为准。
3、2017年8月2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47”的《关于申请恢复行政许可审查申
请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4、2017年8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54”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5、2017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55”和“2017-056”的《关于<中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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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651号）之回复的公告》和《关于标的公
司更新评估报告情况说明的公告》，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等重组申报材料公告。
6、2017年8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57”的《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7、2017年8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58”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结果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7年8月24日召开的2017年第49次工作会议审核，本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无条件通过。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于2017 年8月25日开市起复牌。
8、2017年9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61”和“2017-062”的《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和《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修订说明公告》，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等公告。
9、截至2017年9月26日，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顺义新城”）于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顺义新城的股东由鲁能集团变更为广宇发展。本公司直
接持有顺义新城100%股权，顺义新城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7年9月28日，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宜宾鲁能”）于宜宾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宜宾鲁能的股东由鲁能集团、重庆鲁能变更为广宇发展、重
庆鲁能。本公司直接持有宜宾鲁能65%股权，通过重庆鲁能间接持有宜宾鲁能35%，合计持
有100%股权，宜宾鲁能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7年9月28日，重庆鲁能英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鲁能英大”）于重庆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重庆鲁能英大的股东由世纪恒美、重庆鲁能变更
为广宇发展、重庆鲁能。本公司直接持有重庆鲁能英大30%股权，通过重庆鲁能间接持有重
庆鲁能英大70%股权，合计持有100%股权，重庆鲁能英大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7年9月29日，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鲁能”）于重庆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重庆鲁能的股东由鲁能集团、广宇发展变更为广宇发展。本
公司直接持有重庆鲁能100%股权，重庆鲁能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7年9月29日，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鲁能亘富”）于济南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鲁能亘富的股东由鲁能集团变更为广宇发展。本公司直接持有鲁
能亘富100%股权，鲁能亘富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需在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
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报告期公司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事项
1、2017年8月8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51”的《关于公司与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的控股股
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与公
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公司对鲁能集团所属的南京方山置业有限公司、福州鲁能地
产有限公司、苏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和郑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进行托管经营；对都城伟业所
属的天津鲁能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托管经营。
2、2017年8月8日，公司披露了公告编号为“2017-052”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
保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公司”）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开发借款融资，用于“茶山鲁能公馆项目”开发建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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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建行东莞分行批复的授信额度7亿元限额内，根据本项目的实际进度申请放款，利率执行
基准利率上浮3%，即4.89%，期限3年。公司作为东莞公司全资股东，为满足东莞公司正常融
资需求和项目开发运营，于2017年9月7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保证合同》，为东莞公司提
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7亿元，担保期限5年。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7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公司预计2017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9.4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并根据下
属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分配具体的融资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东莞公司提供的不超过7亿元担保
额度在上述额度之内。截至本报告期末，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向东莞公司放
款5,300万元。
（三）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未决诉讼、仲裁事项
2010年6月，重庆鲁能英大与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公司”）
签订《鲁能领秀城3#地块别墅一期Ⅱ标段（C、D、E、F区）建安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城
建公司承包鲁能领秀城3#地块别墅一期Ⅱ标段（C、D、E、F区）工程，后因合同履行双方发
生纠纷。2013年9月，中城建公司起诉重庆鲁能英大，要求判付其变更和新增工程款3,242.40734
万元，延期利息997万元，合计4,239.40734万元。2014年8月中城建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将起诉状中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支付原告工程款
10,713.2122万元及延期支付工程款利息。2015年4月，中城建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提交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城建公司增加水电安装工程款8,130,773.99元及按同期限贷款
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请求。2014年7月17日，重庆鲁能英大向中城建公司提起了反诉，请求中
城建公司向重庆鲁能英大支付违约金共计699.79万元，并判决中城建公司承担全部的诉讼费
用。
由于诉讼标的额较大，该案件直接移送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4日至5日，重
庆高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开展调查，双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并发表了辩论意见。由于中
城建公司提出鉴定申请，法庭已经抽签认定鉴定机构为重庆海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鉴
定机构已开始鉴定，并提出补充资料清单。我方已经在承办律师的指导提交了补充证据，并
且召开案件工作组会议讨论。双方对补充的证据进行质证。经与鉴定机构沟通，尚未出具正
式鉴定报告。截至本报告期末，该诉讼事项正在审理过程中。
（四）其他事项
股价异常波动事项，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7-060，巨潮资讯网：

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2017 年 09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
988189?announceTime=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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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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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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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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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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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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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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