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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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昌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忠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孙立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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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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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4,289,030.35 5,220,108,177.03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04,508,377.97 1,536,934,581.1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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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64,578.93 151.10% 1,183,251,669.23 10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696,809.86 -283.64% 84,552,356.03 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82,337.45 -71.02% 85,247,271.12 4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36,419,597.43 3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261.45% 0.0768 -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261.45% 0.0768 -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2.56% 5.39%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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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575.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4,607.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7,25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3,141.62  

合计 -694,91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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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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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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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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财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65% 656,379,307 466,963,150 质押 589,372,966 

北京融达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0% 68,213,593 0 质押 41,359,524 

李逸微 境内自然人 0.36% 3,995,085 0   

翟淑萍 境内自然人 0.33% 3,600,000 0   

宋君 境内自然人 0.26% 2,850,00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黄河

9 号信托计划 

其他 0.18% 1,960,000 0   

蔡金英 境内自然人 0.17% 1,830,500 0   

蒋金生 境内自然人 0.11% 1,235,984 0   

姚小丹 境内自然人 0.10% 1,104,900 0   

何玉燕 境内自然人 0.10% 1,0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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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9,416,157 人民币普通股 189,416,157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 68,213,593 人民币普通股 68,213,593 

李逸微 3,995,085 人民币普通股 3,995,085 

翟淑萍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宋君 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黄河 9

号信托计划 
1,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0,000 

蔡金英 1,8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500 

蒋金生 1,235,984 人民币普通股 1,235,984 

姚小丹 1,1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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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燕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李逸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2,400 股，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92,685 股，实际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3,995,085 股，位列公司第三大股东。2、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姚小丹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104,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4,900 股，位列公司第九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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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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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1 应收账款 23,395,803.96 4,276,247.16 19,119,556.80   447.11% 本期应收售房款增加 

2 预付款项 52,377,846.25 13,781,231.28 38,596,614.97 280.07% 本期预付土地价款增加 

3 其他应收款 31,186,458.26 97,834,254.93 -66,647,796.67 -68.12% 
本期减少主要系还款保证金到期

抵付借款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 262,000,000.00 150,000,000.00 112,000,000.00 74.67% 
增加原因系本期理财产品较上年

期末增加 

5 长期待摊费用 1,812,963.79 1,145,242.40 667,721.39 58.30% 增加主要系支付品牌使用费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520,622.61 97,133,773.76 -33,613,151.15 -34.61% 
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预计毛利率

降低 

7 应付票据       600,000.00      600,000.00   100.00% 本期票据结算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     1,826,421.03    12,671,832.84 -10,845,411.81   -85.59% 
减少主要原因系支付了2015年末

计提的工资及年终奖等 

9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731,999.40 40,439,580.00 -19,707,581.01 -48.73% 
减少主要系预计营业税及附加减

少所致 

10 应交税费 90,971,951.03 38,757,534.48 52,214,416.55 134.72% 主要系新增预收款预计税金所致 

11 其他应付款 567,793,304.77 296,252,881.33 271,540,423.44 91.66% 主要系本期向关联方借款增加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0,000,000.00 586,340,000.00 -536,340,000.00 -91.47% 主要系偿还借款所致 

13 长期借款 1,517,460,000.00 954,380,000.00 563,080,000.00 59.00% 
本期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借款较

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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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 

序号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1,183,251,669.23 586,415,161.86 596,836,507.37 101.78% 
主要系本期结转面积增加导致结转收入

增加 

2 营业成本 905,698,179.90 360,480,721.10 545,217,458.80 151.25% 
主要系本期结转面积增加对应结转营业

成本增加 

3 管理费用 47,406,071.29 27,337,305.47 20,068,765.82 73.41%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租赁费、办

公费、职工薪酬及折旧费用、税金增加 

4 财务费用 3,106,956.25 -558,870.21 3,665,826.46 655.94% 主要系本期利息费用化金额增加所致 

5 资产减值损失 491,140.24 -268,788.27 759,928.51 282.72% 本期应收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 

6 投资收益 1,190,773.67 258,092.14 932,681.53 361.38% 系本期理财收益较上期增加 

7 营业外收入 794,626.89 16,330,356.20 -15,535,729.31 -95.13% 上期主要系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收益 

8 营业外支出 1,463,658.19 39,880.99 1,423,777.20 3570.06% 本期主要系房屋解约赔偿金 

9 所得税费用 30,539,038.85 21,965,076.83 8,573,962.02 39.03% 增加原因系本期利润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序号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0,889,968.35 100,864,156.43 -49,974,188.08 -49.55% 主要系收到公司往来款减少 

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49,605,076.00 32,749,337.72 16,855,738.28 51.47%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92,531,695.82 426,189,228.51 -333,657,532.69 -78.29% 主要系支付公司往来款减少 

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331,020,300.00 -331,020,300.00 -100.00% 

上年同期系重庆国兴公司收回所

购买的理财产品 

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190,773.67 258,092.14 932,681.53 361.38% 本期增加系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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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09,160.86 73,146.37 436,014.49 596.08%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 

7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1,781,874.61 -361,781,874.61 -100.00% 
上期系重庆国兴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 

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12,880,825.39 -12,880,825.39 -100.00% 
上期主要系收购台州丰润、南宾公

司，支付原股东股权收购款 

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1,049,999,998.41 -1,049,999,998.41 -100.00% 上期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

现金 
732,320,000.00 268,060,000.00 464,260,000.00 173.19% 系本期借款增加 

1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19,337,462.89  319,337,462.89 100% 

主要系本期收到关联方借款及受

限资金减少 

12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645,580,000.00 174,080,225.03 471,499,774.97 270.85% 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95,239,294.26 163,027,102.66 -67,787,808.40 -41.58% 
本期新增借款主要是在二季度末，

因此实际支付利息较上年减少 

1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882,902.24  16,882,902.24 100% 

减少主要系归还财信南宾公司原

股东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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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将其持有河南财信置业有限公司59%的股权转让给了重庆雄正商贸有限公

司，并于2016年8月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该次股权转让后，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河南财信置业有限

公司的股份，河南财信置业有限公司今后将不再构成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2、2016年9月公司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取得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宗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编号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N分

区NF1-9/04号”，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蟠龙大道，建设用地面积为20,852平方米，容积率为2.77，土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兼

容商业商务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23,200万元。 

3、2016年9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重庆设立一家

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的全资子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100%，名称

为：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现该公司已注册成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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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重庆富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财信

地产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凭资

质证书执业）；农业及旅游业项目开

发，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

电、百货；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截

至目前，重庆富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正在开发的项目为财信广场项目，

无其他项目储备。重庆富黔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财信广场项目中主

要组成部分写字楼的开发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注入上市公司已经不能为国

兴地产带来盈利增长点。财信广场项

目开发结束后，重庆富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不再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

项目，从而不再与国兴地产存在同业

竞争。 

2013 年 08 月

20 日 
 正在履行中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截至目前，财信地产持有河南财信置

业有限公司 59%的股权，河南财信置

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河南财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圣

堤亚纳项目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注入上市公司已经不能为国兴地产带

来盈利增长点。河南财信置业有限公

司将不再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从而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013 年 08 月

20 日 
 

已履行完毕 

（重庆财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将其持有河南

财信置业有限公

司 59%的股权转

让给了重庆雄正

商贸有限公司，并

于 2016 年 8 月办

理完成了工商变

更手续。该次股权

转让后，重庆财信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再持有河

南财信置业有限

公司的股份，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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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再构成与上

市公司的同业竞

争问题。）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重庆恒宏置业有限公司系财信地产全

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截至目前，

重庆恒宏置业有限公司没有拟建、在

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公司不再获

取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从而避免与

国兴地产发生同业竞争。 

2013 年 08 月

20 日 
 正在履行中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旅游

开发项目。承诺人拟于 2019 年启动将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湖国际旅游度假区

的旅游开发项目整体注入国兴地产的

程序。 

2013 年 08 月

2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正在履行中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重庆财信恒力置业有限公司（财信赖

特与山项目）。 目前重庆别墅市场较

为低迷，销售难度较大，公司无法较

为准确的预计未来的销售价格和销售

进度。根据该项目的开发计划和销售

进度预期，该公司将在盈利情况满足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的相关要求后注入上

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承诺人计划于

2018 年启动将重庆财信恒力置业有

限公司及其财信赖特与山项目注入国

兴地产的程序。 

2013 年 08 月

20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正在履行中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重庆市弘信投资有限公司（财信沙滨

城市项目）。本项目由于存在大量拆迁

工作尚未完成，该项目的开发计划和

销售进度存在不确定因素。该公司将

在盈利情况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相

关要求后注入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

承诺人计划于 2018 年启动将重庆市

弘信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财信沙滨城市

项目注入国兴地产的程序。 

2013 年 08 月

20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正在履行中 

重庆财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

财信企业集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产占

用方面的承

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财信渝

中城项目）。根据目前重庆房地产市场

的情况及公司预计的项目开发进度和

销售预期，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公

2013 年 08 月

20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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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卢生举 

诺 司将在盈利情况满足《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

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上市公司购买

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

应当在 3 年以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要求后注入上市公司。

在此基础上，承诺人计划于 2018 年启

动将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财信渝中城项目注入国兴地产的程

序。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董事长唐昌

明先生 

股份限售承

诺 

公司董事长唐昌明承诺：根据 2015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制定相关维护证

券市场稳定措施的公告》中公司所作

出的承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将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

后，适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

超过 100 万股”。作为公司董事，本人

于 2015年 12月 25日买入财信发展股

票 20.5 万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信心，本人在原持股限售期基础上自

愿延长 6 个月限售期。 

2016 年 06 月

24 日 

2016年 12月

25 日 
正在履行中 

董事彭陵江

先生 

股份限售承

诺 

公司董事彭陵江承诺：根据 2015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制定相关维护证券市

场稳定措施的公告》中公司所作出的

承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将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后，适

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超过

100 万股”。作为公司董事，本人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买入财信发展股票

20 万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本人在原持股限售期基础上自愿

延长 6 个月限售期。 

2016 年 06 月

28 日 

2016年 12月

27 日 
正在履行中 

董事安华先

生 

股份限售承

诺 

公司董事安华承诺：根据 2015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制定相关维护证券市

2016 年 06 月

29 日 

2016年 12月

28 日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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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稳定措施的公告》中公司所作出的

承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将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实施后，适

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超过

100 万股”。作为公司董事，本人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买入财信发展股票

10 万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本人在原持股限售期基础上自愿

延长 6 个月限售期。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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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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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