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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17-034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南投资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宁 何小兰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 508 号之三 

君逸康年大酒店 12 楼 

长沙市芙蓉中路 508 号之三 

君逸康年大酒店 12 楼 

电话 0731-82327666 0731-82327666 

电子信箱 hntz0548@126.com hntz054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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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50,545,227.76 88,484,693.44 86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282,147.84 46,907,684.04 16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027,629.75 1,154,848.78 10,72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483,524.49 482,082,022.33 -6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1 0.094 16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1 0.094 16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0% 3.11%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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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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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827,315.35 2,374,978,643.40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9,712,887.67 1,540,962,890.82 8.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484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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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环路建

设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31% 151,322,140 0 冻结 57,688,575 

池汉雄 境内自然人 1.37% 6,830,000 0   

夏世勇 境内自然人 1.14% 5,667,812 0   

王  雪 境内自然人 0.74% 3,700,000 0   

张振川 境内自然人 0.53% 2,635,800 0   

石金旺 境内自然人 0.45% 2,248,896 0   

李永宏 境内自然人 0.35% 1,734,900 0   

林耀礼 境内自然人 0.33% 1,650,000 0   

李增琪 境内自然人 0.31% 1,564,693 0   

陈  惠 境内自然人 0.30%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国家法人股，

与其余前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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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余前九名股东，本公司未知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他们之间

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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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第 4 大股东王雪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 股公司股票。 

（2）第 5 大股东张振川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35,800 股公司股票。 

（3）第 6 大股东石金旺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0,696 股公司股票。 

（4）第 7 大股东李永宏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34,900 股公司股票。 

（5）第 8 大股东林耀礼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50,000 股公司股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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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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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2017年1-6月，公司董事会坚持以“把湖南投资打造成为湖南省内有竞争力的上市公司和

有影响力的投资企业”为企业愿景，坚定不移地落实“务实稳健、创新图强”八字核心理念和“稳

收入、控支出、降成本、压费用、减亏损、挖潜力、清欠款、重安全、强管理、增利润”三十

字经营方针，积极开展“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培育企业文化，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能，积极

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半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实现了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路桥收费、酒店经营和房地产开发。 

（1）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054.52万元，同比增长861.23%；营业总成本

为68,525.22万元，同比增长2290.89%；利润总额16,448.57万元，同比增长181.00%；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528.21万元，同比增长167.0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502.76万元，同比增长10726.32%；每股收益 0.25元，同比增长166%；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7.80%，同比增长4.69%。 

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湖南投资大厦本期确认销售收入74,838万元，绕南高速本期通行费收入增加2,124万元。 

本期营业总成本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A.湖南投资大厦销售面积结转成本52,405万元； 

B.湖南投资大厦销售面积计提税金及附加5,301万元； 

C.2016年1094亩土地利息收入计入财务费用，冲减当期费用6,060万元。 

本期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每股收益和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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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大厦销售产生利润1.2亿元。 

（2）2017年6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现代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的湖南

投资大厦商品房和车位交付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确认收入产生利润导致本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构成发生重大变化。鉴于前述原因，公司本报告期需遵守《深圳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A.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环境的变化情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中国楼市发展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明确房屋居住属性的定位，通过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和中长期的长效机制来推进住房体

制建设。2017年全年，因城施策将在“控风险”与“去库存”基调下不断深化。之前价格透支严

重的热点城市相继加码限购限贷政策，继续抑制房地产泡沫，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而

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则仍以去库存为基调，房价走势将继续保持平稳。 

今年上半年，长沙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7

年3月18日发布）（以下简称“3·18”政策）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住宅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2017年5月20日发布）（以下简称“5·20”政策）。在严抓预售、价格监控、强化执法等

多措并举下，长沙楼市呈现量跌价稳的态势，投机炒房购房需求得到有效遏制。 

B.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业务所在城市的行业发展及库存去化情况，并说明其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经营区域是长沙市。 

2017年7月12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中心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1-6月，

长沙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776.5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9.79%，其中市内六区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509.1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0.65%。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6374元/平方米，其中市

内六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7365元/平方米。今年6月，长沙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39万平

方米，同比下跌32.42%，其中市内六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91.42万平方米，同比回落42.98%。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6382元/平方米，其中市内六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7261元/平方

米。 

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购房者中非本市户籍购房者占比43.95%，比2016

年10月的68.33%减少24.38个百分点，比“3·18”政策当月的57.55%减少13.6个百分点，比“5·20”

政策当月的50.65%减少6.7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长沙调查队调查显示，有52%的购房者

表示“5·20”政策后保持观望。（相关报道详见2017年7月13日《长沙晚报》） 

世联地产分析认为，长沙高端专业写字楼市场发展缓慢，直到2006年起才开始全面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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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专业写字楼主要集中分布在五一大道与芙蓉路，以近年新兴供应项目为主，客户对写字

楼价格和地段的关注上升。一方面高档专业写字楼成为新增供应项目的主流方向，价值实现

相对较高；另一方面高档专业写字楼品质提升空间很大，目前市场供应集中位于甲级写字楼

的中低层次。 

戴德梁行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长沙写字楼与零售市场概况》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

长沙甲级写字楼市场活动较为平静，平均租金108.9元/平方米•月（约3.6元/平米•天），保持

稳定，其中核心商务区市场平均租金略微上浮。长沙五一商务区优质商业没有新增供应，全

市甲级写字楼总存量103万平方米，优质商业空置率环比下降0.7%-5.4%，净吸纳量10,496平

方米，优质商业市场业态调整和吸纳还将继续。 

有关专家认为，未来三年长沙优质商业地产将迎来供应高位，市场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将

促使各大项目加快调整转型的步伐，市场格局加速优化。 

公司开发的湖南投资大厦位于长沙五一商圈，定位5A级精装修专业性写字楼，获评“2017

长沙十大明星写字楼”，专家组现场评审时对大厦硬件设施及软件服务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

价。目前大厦以“只租不售，整租为主、零整结合”为总体招商原则，有序推进自持物业招商

工作。 

湖南投资大厦不属于商品住宅，出售物业的销售任务已完成；浏阳财富新城项目位于浏

阳市，暂未纳入限售区域，且尚在建设期。因此，公司经营业绩未受到“3·18”政策和“5·20”

政策影响。 

目前，公司土地储备主要集中在长沙区域，为公司未来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蓄积能量。从

较长一个时间段来看，公司房地产项目业绩预计将保持平稳态势。主要原因在于：湖南投资

大厦已完成出售物业的销售任务，目前正在进行的自持物业招商将为公司的持续盈利带来有

力支撑；浏阳财富新城项目位于浏阳市中心繁华地段，定位刚需较为适销，也将为公司未来

的持续盈利提供有力保障。 

C.公司房地产开发的主要经营模式、经营业态、在主要业务所在城市的市场地位及竞争

优势： 

房地产开发以自主开发、销售为主，公司业务板块主要集中于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的开

发与经营、自持物业租赁及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包含写字楼、精品公寓、高档住

宅等多业态的综合开发经营模式，在长沙当地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

通过旗下公司进行开发、建设和销售。公司旗下现拥有中意房产、现代置业、浏河公司等房

地产开发公司，先后成功开发五合垸、中邦、汇富中心、中意花苑、梦泽园、江岸景苑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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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项目，均取得了良好业绩。 

D.公司房地产经营、储备情况： 

（1）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持物业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位置 业态 
预计总投
资（亿元） 

实际投资
额（亿元） 

权益比例 
建设用地面
积（平方米）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已完工面积
（平方米） 

可售面积（含
商业）（平方

米） 

项目进度 备注 

湖南投资 
大厦 

长 沙 市 芙
蓉 区 五 一
大道447号 

高层、商
业、地下
车位 

8.75 7.94 100% 11013 73157 

102025 

（含返还拆迁

户的2300㎡） 

72754 ㎡和
539个车位 

已竣工验收交
付使用。 

1.已销售给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42490㎡商品房和
267个车位； 
2.余下的30264㎡和272个
下地车位为自持物业。 
3.返还拆迁户2300㎡。 

浏阳财富 
新城项目 

浏 阳 市 圭
斋 路 与 劳
动 路 交 汇
处东北角 

高层、商
业、车库 

6.81 2.14 100% 30760 153176.63   在建  

    （2）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土地储备情况如下：  

地块名称 位置 土地权证号码 
地类 

（用途）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使用终止日期 备注 

榔梨地块 
长沙县榔梨镇 
土岭社区居委员 

长国用（2007） 
第0015号 

综合用地 23753 2053年5月20日 
 

黄花镇大路村
地块 

长沙县黄花镇 
大路村 

长国用（2007） 
第0016号 

综合用地 30091 2053年5月20日 
 

黄花镇高岸村
地块 

长沙县黄花镇 
高岸村 

长国用（2015） 
第0116号 

商业用地 19375.11 2043年5月20日 

经公司2017年度第1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向长沙昆仑出售该
地块使用权。 

  目前《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按约定正常履行中。 
    《湖南投资2017年度第1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2）和《湖南投资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4）已于2017年1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芙蓉北路地块
1 

长沙市开福区 
芙蓉北路 

湘（2017）长沙市不
动产权第0145874号 

综合用地 39524.31 2051年12月18日 

根据公司2017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的《公司关于与长
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公司置换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置入的地块，土地
置换已完成，相关置入土地权证已办至公司名下。    

《湖南投资2017年度第6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4）和《湖南投资关于与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置土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6）已于2017年6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芙蓉北路地块
2 

长沙市开福区 
芙蓉北路 

湘（2017）长沙市不
动产权第0145877号 

综合用地 51008.72 205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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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情况： 

湖南投资大厦已完成对外销售商品房面积42490平方米和267个地下车位的销售，目前

正在对自持物业进行室内装修准备工作并同步进行招商工作。浏阳财富新城正在建设中，尚

未对外销售。 

F.公司的房地产出租情况： 
项目名称 所在地区 业态 权益 楼面面积 出租率 

湖南投资大厦 
长沙市芙蓉区 
五一大道447号 

高层、商业 100% 30264平方米 正在招商中 

地下车位 100% 272个 正在招商中 

江岸锦苑项目 
长沙市岳麓区 
荣湾路18号 

商铺 100% 9659.20平方米 93.27% 

车位、车库 100% 172个 46% 

G.2017上半年公司财务融资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本期融资成本区间 融资期限（年） 

期末融资总额 100 4-5 1 

其中：银行贷款 100 4-5 1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A.根据公司2017年度第1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经友好协商，公司将持有的广西桂林正瀚辐

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64%股权以620万元价格转让给自然人郑斌。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

持有广西桂林正瀚辐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2017年度第1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2）和《公司关于转让广

西桂林正翰辐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已于2017年1月19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B.根据公司2017年度第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广欣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2017年度第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和《公司关于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已于2017年1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董事长：刘林平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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