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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其中部分内容有误，现就上述错误更正如下： 

一、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的财务报告附注第 5 点：应收账款，其

中第（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截至期末按客户归

集的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五名应收款项汇总金额为 80,587,895.58 元，占预付款

项 2017 年 6 月 30 日合计数的比例为 11.98%。上述数据有误。 

现在修改为：截至期末按客户归集的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五名应收款项汇总

金额为 111,184,977.72 元，占应收款项 2017 年 6 月 30 日合计数的比例为

16.53%。 

二、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页“资产及

负债状况”中“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此项由于本公司财务

人员对报告描述的解读存在偏差，致使报告数据填列不准确。现就上述错误更正

如下： 

原公告：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643,382,483.99 4.36% 262,091,409.75 2.10% 2.26% 国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公

司控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

有限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

限公司随结转收入增加  

预付款项 1,547,184,193.96 10.48% 1,120,355,198.81 8.97% 1.51% 主要是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湖南华泰



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预付项

目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25,090,694.51 10.33% 590,113,157.82 4.72% 5.61% 主要是仁爱置业前期投入款，由于

转让仁爱置业将其拥有的淮南中校

区项目一次性转让给永嘉商业，仁

爱置业不在合并范围内；  

存货 9,055,206,746.16 61.35% 8,512,623,217.57 68.14% -6.79% 由于项目结转成本导致占总资产比

例减少  

应付账款 493,651,715.08 3.34% 291,567,356.59 2.33% 1.01%   

预收款项 406,595,681.41 2.75% 93,463,946.69 0.75% 2.01% 国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公

司控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

有限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

限公司回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489,095,102.45 3.31% 267,779,907.40 2.14% 1.17% 主要是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湖南华泰

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所

致；增加应付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股本 2,536,247,870.00 17.18% 1,268,123,935.00 10.15% 7.03% 公司 2016年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

方案实施前的司总股本

1,268,123,93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4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1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724,957.40 

元，转增 1,268,123,935 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 2,536,247,870 股 

资本公积 2,071,685,528.21 14.04% 3,339,868,769.40 26.73% -12.70% 公司 2016年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

方案实施前的司总股本 

1,268,123,93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4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1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724,957.40 

元，转增 1,268,123,935 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 2,536,247,870 股 

未分配利润 986,710,954.16 6.69% 125,633,270.10 1.01% 5.68% 1、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爱置

业”）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与淮南永

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嘉商业”、“乙方”）签署《淮南

天鹅湾（中校区）项目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安排，仁爱置业将其拥有

的淮南中校区项目一次性转让给永

嘉商业，因而导致仁爱置业收入和

净利润出现大幅增长。2、本报告期

内，国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



致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

置业有限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

业有限公司收入增加、净利润出现

增长。 

 

现更正为：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643,382,483.99 4.36% 262,091,409.75 2.10% 145.48% 

国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公司

控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

限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限公

司随结转收入增加  

预付款项 1,547,184,193.96 10.48% 1,120,355,198.81 8.97% 38.10% 

主要是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湖南华泰

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预付项

目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25,090,694.51 10.33% 590,113,157.82 4.72% 158.44% 

主要是仁爱置业前期投入款，由于转

让仁爱置业将其拥有的淮南中校区

项目一次性转让给永嘉商业，仁爱置

业不在合并范围内；  

存货 9,055,206,746.16 61.35% 8,512,623,217.57 68.14% 6.37% 
由于项目结转成本导致占总资产比

例减少  

应付账款 493,651,715.08 3.34% 291,567,356.59 2.33% 69.31% 

主要是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湖南华泰

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应付项

目工程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06,595,681.41 2.75% 93,463,946.69 0.75% 335.03% 

国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公司

控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

限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限公

司回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489,095,102.45 3.31% 267,779,907.40 2.14% 82.65% 

主要是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湖南华泰

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所

致；增加应付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股本 2,536,247,870.00 17.18% 1,268,123,935.00 10.15% 100.00% 

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

方 案 实 施 前 的 司 总 股 本 

1,268,123,93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4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1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724,957.40 

元，转增 1,268,123,935 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 2,536,247,870 股 

资本公积 2,071,685,528.21 14.04% 3,339,868,769.40 26.73% -37.97% 

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

方 案 实 施 前 的 司 总 股 本 

1,268,123,935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4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1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0,724,957.40 

元，转增 1,268,123,935 股，本次分

配后总股本为 2,536,247,870 股 

未分配利润 986,710,954.16 6.69% 125,633,270.10 1.01% 685.39% 

1、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爱置

业”）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与淮南永

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嘉商业”、“乙方”）签署《淮南天

鹅湾（中校区）项目转让协议》，根

据协议安排，仁爱置业将其拥有的淮

南中校区项目一次性转让给永嘉商

业，因而导致仁爱置业收入和净利润

出现大幅增长。2、本报告期内，国

内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导致公司控

股子公司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限

公司、海南白马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

收入增加、净利润出现增长。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公告的广州粤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其他内容均无变化。因本次更正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