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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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爱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力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安光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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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657,675.47 1,959,736,873.69 4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85,352,475.92 730,489,152.36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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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105,720.98 2.84% 1,128,756,584.14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791,304.51 -195.66% -46,775,021.13 -25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019,681.87 -7.35% -41,284,734.77 96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02,642,24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195.71% -0.1197 -255.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195.71% -0.1197 -25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99.50% -6.61% -2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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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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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8,608.20 绿色出租车处置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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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756.84 

财政奖励、扶持资金、院士站补

助等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040,000.00 收回已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坏账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8,654.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89,572.02 捐赠支出 200 万元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96,515.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0,032.76  

合计 -5,490,28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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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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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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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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基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5% 123,677,371  质押 87,723,000 

深圳市华超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5% 116,641,816  质押 7,496,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3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04% 11,864,427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2.26% 8,844,680    

罗豫西 境外自然人 2.17% 8,478,326    

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2.16% 8,447,859    

高春雷 境内自然人 2.16% 8,447,694    

深圳市吴川联合

企业家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7,576,100    

季圣智 境内自然人 1.81% 7,086,908 5,315,181   

深圳宝达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4,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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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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123,677,371 人民币普通股 123,677,371 

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16,641,816 人民币普通股 116,641,81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31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1,864,427 人民币普通股 11,864,427 

王世忱 8,844,680 人民币普通股 8,844,680 

罗豫西 8,478,326 人民币普通股 8,478,326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8,447,859 人民币普通股 8,447,859 

高春雷 8,447,694 人民币普通股 8,447,694 

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

公司 
7,5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6,100 

深圳宝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4,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2,575,729 人民币普通股 2,575,7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自然人股东季圣智是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31.66%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2、京基集

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疑似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已就此

向监管部门举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尚待监管部门核查确认。3、本公司未知其余

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高春雷有 6131370 股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进行融

资融券；2、王世忱有 1957151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进行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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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普通股股东卢诗玮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股数量为8,447,85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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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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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执行暨关于依法向监管部门举报公司股东在买卖公司股票过程中

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进展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9月1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向监管部门举报公司股东在买卖公司

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议案》，董事会责成公司就股东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追究包括但不限

于提起诉讼，就相关违法行为向监管部门进行依法举报，恳请监管部门对有关股东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维护公司和广大

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就公司执行落实情况说明如下： 

针对林志、京基集团在买卖上市公司（康达尔）股票过程中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东林志等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报告》；于2015年11月16日向深

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东林志、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报告》；于2015

年12月21日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报告》；

于2016年1月8日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林志等十名自然人股东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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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报告》。   

对此，深圳证监局于2015年9月25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446号），回复称正在核查中；于

2015年12月7日向公司出具了《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446号），答复称针对公司投诉事项已组织开展调查工作。

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于2015年12月31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805号），回复称正在

核查中；于2016年1月18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6】19号），回复称正在核查中。 

（二）公司诉股东林志等人短线交易案情况 

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要求股东林志上缴短线交易所得收益的议

案》, 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要求林志等13名自然人向公司上缴股票短线交易所得收益。为此,公司董事会已

以书面方式和电话方式要求股东林志向公司上缴股票短线交易所得收益,但股东林志一直未向公司上缴股票短线交易所得收

益。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本公司返还短线

交易所获收益5725446.12元（暂计数额）；2、被告支付本公司上述款项所产生的预期付款利息547,760.49元（计算至2015年

7月20日止）；3、被告对上述全部归还收益及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书（案号：（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157号），裁定驳回被告谭帝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6

年7月6日，本案在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7年7月27日，本案在福田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日，该案

仍在审理过程中。 

（三）公司股东林志诉本公司决议撤销案情况 

 公司股东林志以其实际控制的十三个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81%，而非其本人实际仅持有公司1.34%的股份，本公

司未将股东林志于2015年6月16日提交的两项临时提案提请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存在程序违法为由，于

2015年8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本公司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的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的《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71）。 

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5929号）等文件。本

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审理。本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收到股东林志的民事上起诉状，诉讼请求为：1、裁定撤销（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5929

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驳回被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案号为：

【2016】粤03民辖终402号），裁定准许林志撤回管辖权上诉。2016年5月18日和2016年6月8日,本案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日，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四）公司依法对公司股东林志、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起诉讼 

鉴于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王东河等人在买卖公司股票过程中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为避免公司以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继续受损,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11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对公司股东林志、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提起诉讼的议案》。 

依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就股东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

开金、凌建兴、刘彬彬、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王东河等人违法增持公司股票事宜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5 

年12 月9 日，本公司收到广东高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广东高院已经受理此案，案号为（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

第36 号（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 2015年 12 月1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105）。 

在案件审理期间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6年3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6年9月18日，公司收到最

高院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截至本报告日，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五）京基集团诉全体董事案 

本公司部分董事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16）粤 0303 民初 11806 号]以及相关

起诉状材料。本公司部分董事于2016年7月13日、7月12日和2017年 7月 15日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年7月21日提交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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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异议上诉状。（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6年7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54）。截至本报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六）小股东孙勤诉本公司撤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2月9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6）粤0304民初25139号]及相关材料。2017年

10月16收到本案管辖权异议二审裁定书，驳回公司的上诉。当天同时收到法院传票，本案定于2017年11月14日开庭审理。（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7-011）。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七）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康达尔借款合同纠纷案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被告

需偿还原告欠款，本息合计人民币6,719.23万元，其中本金1,832.41万元、利息4,886.82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利息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分别于2017年3月20日和28

日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在2017年3月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八）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和公司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宁、胡隐昌、陈

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以上被告一至被告十二合称为“被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7号]及相关起诉材料。2017 

年 9 月 1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 0304 民初 7767 号]，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以其名下房产作担保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法院裁定在案件审结前，禁止被执行人执行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2017 年 9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9月1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九）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康达尔和公司监事和董事何光明、蒋艳华、李晓锋、张明华、夏希忠、罗爱华、季圣智、黄

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宁、胡隐昌、陈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以上被告一至被告十七合称为“被告”）；第

三人一至十四：陈家荣、熊伟、巴根、曹萍、何佳、陈可石、黄明祥、杨金国、李全、李东明、王红兵、易文谦、龙英、

蔡小芳（以上第三人一至第三人十四合称为“第三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8号]及相关起诉材料。（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4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2）。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十）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诉康达尔及公司董事罗爱华、季圣智、黄馨、李力夫、潘同文、祝九胜、李邑宁、胡隐昌、陈

扬名、栾胜基、曾江虹（以上被告一至被告十二合称为“被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0304民初7769号]及相关起诉材料。（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4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2）。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十一）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诉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本公司于2017 年 9 月 8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7）粤民初63 号]及相关材料。原告的诉讼

请求1、请求确认康达尔公司未依法履行股东出资义务；2、请求康达尔公司以金钱给付的方式履行对深圳信兴实业公司 

168185.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出资义务，应当向深圳信兴实业公司给付金钱数额为86,004,487.00 元及支付相应利息 

18,038,067.34 元（其中首期征地补偿款 43，002,243.00 元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康达尔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之

日计至实际支付给信兴公司之日，现暂计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为 14,525,918.79元；第二期征地补偿款 43,002,244.00 元的

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康达尔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之日计至实际支付给信兴公司之日，现暂计至 2017 年 8月 10 日

为 3,488,437.59 元。）；3、请求康达尔公司向深圳信兴实业公司支付因康达尔公司未办理168185.5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过户手续，而导致深圳信兴实业公司的损失205,186,310.00 元；4、请求康达尔公司以金钱给付的方式履行对深圳信兴

实业公司 776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出资义务，应当向深圳信兴实业公司给付金钱数额为209,520,000.00 元及支付相应利

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深圳中粮起诉之日计算至康达尔公司向信兴公司实际支付之日。）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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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诉讼费用。（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9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截止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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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交易所问询函答复事项 

2017 年 07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京基集团诉讼纠纷事宜 

2017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山海上城项目进展 

2017 年 08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查询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等资料 

2017 年 08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山海上城开盘事宜 

2017 年 08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半年报披露时间 

2017 年 08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山海上城销售情况 

2017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山海上城销售情况 

2017 年 09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京基集团诉讼纠纷事宜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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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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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