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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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年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钟焕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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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3,417,305.13 6,736,285,936.91 5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58,642,525.76 3,255,653,788.40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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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714,217.30 34.24% 2,671,943,941.20 1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4,819,223.93 -10.26% 209,996,740.47 -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4,120,554.19 -22.29% 197,495,076.23 -2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96,400,742.19 29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2.50% 0.17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5.00% 0.16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0.96% 5.9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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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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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605.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1,401.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392,300.00 业绩承诺补偿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91,554.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356.67  

合计 12,501,66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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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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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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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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年新 境内自然人 30.26% 363,621,187 272,715,889   

新疆日月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2% 83,202,94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安逆向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17,958,982 0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其他 1.11% 13,296,347 0   

肖力铭 境内自然人 1.08% 13,000,000 0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0.99% 11,883,85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七组合 
其他 0.97% 11,692,953 0   

交通银行－华安

宝利配置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1% 10,954,484 0   

太平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88% 10,635,662 0   

戴高乐 境内自然人 0.86% 10,29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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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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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年新 90,905,298 人民币普通股 90,905,298 

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3,202,943 人民币普通股 83,202,9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58,982 人民币普通股 17,958,98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13,296,347 人民币普通股 13,296,347 

肖力铭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11,883,856 人民币普通股 11,883,85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11,692,953 人民币普通股 11,692,953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

资基金 
10,954,484 人民币普通股 10,954,484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10,635,662 人民币普通股 10,635,662 

戴高乐 10,295,003 人民币普通股 10,295,0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年新先生持有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27%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肖力铭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00 股；戴高

乐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2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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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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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150.9%,主要是本期加强工程款回收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150.2%，主要是本期收到工程委托方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148.48%，主要是本期业务拓展，预付工程材料款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较年初增长795.23%，主要是本期收到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计提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增加所

致。 

5、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45.61%,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6、存货较年初增长115.28%,主要是本期职业教育业务开展较好，新增图书存货较大。 

7、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136.93%，主要是本期募集资金转存结构性存款及购理财产品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689.79%，主要是本期预付办公楼购房款所致。 

9、短期借款较年初增长112.00%，主要是本期获得银行短期借款金额较大。 

10、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49.21%，主要是年初应付票据本期到期兑付所致。 

11、应付账款较年初增长31.01%，主要是业务量增长，导致应付账款增长。 

1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42.88%，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年终奖金。 

13、应付股利较年初减少88.54%，主要是本期股权激励限售股解锁，支付相应应付股利所致。 

14、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34.11%，主要是本期支付代收已保理项目工程款所致。 

15、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229.81%，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短期融资券及超短期融资券金额较大。 

16、库存股较年初减少86.14%，主要是本期股权激励股份解锁所致。 

17、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50.41%，主要是公司于5月1月执行建筑业“营改增”政策，报告期计提营业税减少所致。 

18、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27.45%，主要是本期加大营销力度，积极拓展教育第二主业，营销费用大幅增长所致。 

19、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2.49%，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人员工资费用增长所致。 

20、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204.26%，主要是报告期短期借款及发行短期融资券增加，计得利息增长所致。 

2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07.07%,主要是本期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所致。 

2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39.17%，主要是上期支付助学捐款金额较大。 

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91.51%，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业务拓展，各项经营性支出较大。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1587.94%，主是要本期支付办公楼购房款及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16.21%，主要是本期收到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短期融资券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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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6]537 号”文同意，公司 12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洪涛转债”，债券代码“12801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201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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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 2016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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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担任公司董

事的刘年新

先生 

股份限售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2009 年 12

月 22 日 

任职期间

及离职后

12 个月内 

严格

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暨实际控

制人刘年新

先生及新疆

日月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及新疆日月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承诺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

或权益)从事与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2009 年 12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暨实际控

制人刘年新

先生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洪涛股份

及其并表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

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

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

用控股地位损害洪涛股份的利益。本人作为洪涛股份控股股

东期间，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洪涛股份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将承担因此给

洪涛股份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本人

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

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责任。同时，本人的

合法承继人须继续履行本承诺函的全部内容。 

2013 年 12

月 2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刘年新;韩

玖峰;王全

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关于公开发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2016 年 02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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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徐玉竹;

朱莉峰;王

肇文;章成;

陈远浩;葛

真;李少军;

刘月新;李

庆平;苏毅;

唐世华;宋

华 

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的

承诺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5]31 号）要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

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为使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如下：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

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

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承

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

激励方案，承诺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

反其做出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相关承诺，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对承诺主体的失信行为进行处理。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00% 至 1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1,450.23 至 39,325.42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750.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报告期内部分项目施工进度放缓，

互联网家装及职业教育等新业务投入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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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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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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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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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6年 9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的投资者关系信息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年新 

                                                                             2016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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