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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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陈勇、总经理温毅、分管财务副总经理赖育明及财务经理黄讷

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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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16,259,114.50 1,873,814,393.41 -1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7,629,082.08 736,207,554.8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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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09,169.50 155.68% 428,409,333.98 14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9,841.16 107.05% 4,446,834.08 12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91,678.23 83.26% -5,090,236.03 8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65,893,374.64 11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107.12% 0.0220 12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107.12% 0.0220 12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上升 1.01 个百分点 0.56% 上升 2.9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56,758.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18,345.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42.68  

合计 9,537,07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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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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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2% 68,613,391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1% 23,220,055  质押 23,219,95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工银量化恒盛

精选 D 类 59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36% 8,8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盛通精选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A 类 1 期 
其他 1.26% 2,540,000    

陈贺香 境内自然人 1.18% 2,388,501    

张丽萍 境内自然人 0.71% 1,440,000    

钟晓玲 境内自然人 0.68% 1,377,001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泽泉

神州牧六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070,712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价值回

报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9% 989,900    

钟以隆 境内自然人 0.49% 9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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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68,613,391 人民币普通股 68,613,391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3,220,055 人民币普通股 23,220,05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 类 59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交银盛通精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A 类 1 期 2,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0 

陈贺香 2,388,501 人民币普通股 2,388,501 

张丽萍 1,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 

钟晓玲 1,377,001 人民币普通股 1,377,001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泽泉神州牧六号证券投资基金 1,070,712 人民币普通股 1,070,712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价值回报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89,900 

钟以隆 9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张丽萍持有公司 1,440,000 股，

全部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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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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2017.9.30 2017.01.01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6,593,197.77  243,819,199.82  -35.77% 报告期偿还贷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759,962.75   41,383,518.47  61.32% 报告期预交土地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469,082.66  5,571,765.17  -37.74% 报告期费用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105,447,935.49  153,133,911.29 -31.14% 报告期支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241,885,323.01   110,651,225.81  118.60% 报告期预收销售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4,756,201.39  596,944.45  696.76% 报告期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5,000,000.00  290,000,000.00  -91.38% 报告期偿还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153,250,000.00  330,000,000.00  -53.56% 报告期偿还贷款所致 

损益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28,409,333.98  171,840,423.63  149.31% 报告期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62,018,496.56  140,313,316.05  158.01% 报告期销售增加导致相应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92,008.93   707,502.87  40.21% 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29,711.36   26,576.20  7161.05% 报告期非经营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23,466.75   -5,016,967.21  146.31% 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5,893,374.64  166,457,300.99  119.81% 报告期销售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6,836.74 -574,988.00 62.29% 报告期固定资产购置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7,808,719.48   -71,385,502.18  -541.32% 报告期偿还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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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2017 年 07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期满暨实施完成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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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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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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在售楼盘的销售情况 

2017 年 02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国企改革及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2017 年 03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2017 年 04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2017 年 05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在售楼盘的销售情况 

2017 年 06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在售楼盘的销售情况 

2017 年 07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2017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2017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国企改革及公司经营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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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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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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勇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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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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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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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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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