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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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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建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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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9,057,312,740.46  61,276,950,060.49  61,276,950,060.49  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121,033,747.01   5,892,127,740.67   5,892,127,740.67  3.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调整后）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调

整后）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11,331,654.94   -6.51% 8,499,178,017.73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70,625,897.42  526.80%  525,926,765.25  67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8,188,950.55  275.65%  246,063,987.88  49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3,396,176,862.22  -19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500.00%  0.29  6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500.00%  0.29  6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增加 7.82 个百分点 8.79%  增加7.46个百分点  

注：因上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新增合并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故

追溯调整上年度同期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813,731,596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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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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60,338.81  

主要为金帝食品公司

剥离非主业资产取得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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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8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245,600,752.00  

子公司收取股东或公

司收取参股子公司往

来款资金占用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949,052.1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5,901,744.26  

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北

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收取的

利息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32,230.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702,039.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44,181.45   

合计 279,862,777.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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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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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7 828,265,000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3 65,864,600 0 - - 

洪卓斌 境内自然人 0.92 16,703,55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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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0.72 13,137,017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0,665,226 0 - - 

张忱业 境内自然人 0.36 6,605,502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九组合 
其他 0.36 6,535,268 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4,660,190 0 - - 

吕春玲 境内自然人 0.25 4,622,500 0 - - 

华泰保兴基金－浦

发银行－华泰保兴

光明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24 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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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828,2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8,26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8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64,600 

洪卓斌 16,703,554 人民币普通股 16,703,554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13,137,017 人民币普通股 13,137,01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65,226 人民币普通股 10,665,226 

张忱业 6,605,502 人民币普通股 6,605,50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6,535,268 人民币普通股 6,535,2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660,190 人民币普通股 4,660,190 

吕春玲 4,6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500 

华泰保兴基金－浦发银行－华泰

保兴光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公司股东洪卓斌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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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账户持有 15,828,138 股，普通账户持股 875,416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703,554 股； 

公司股东张忱业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6,345,549 股，普通账户持股 259,953 股，实际合计持有 6,605,502

股； 

公司股东吕春玲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622,500 股，普通账户持股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6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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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告期末前十名“08 中粮债”持有人持债情况表 

4、报告期末前十名“15 中粮 01”持有人持债情况表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持债张数 

持债比例

(%) 

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62,054 27.18 

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2,260,000 18.83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60,780 8.84 

4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股票账户 1,000,770 8.34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能 800,000 6.67 

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774,940 6.46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350,000 2.92 

8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三组合 340,000 2.83 

9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300,000 2.50 

10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299,010 2.49 

序

号 
持有人名称 持债张数 

持债比例

(%) 

1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信托－泰睿博荟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350,000 11.75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 

3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10.00 

5 中国建设银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000 6.50 

6 广发证券－广发－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 5.00 

7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产鑫享 5 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800,000 4.00 

8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贵宾丰元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70,000 3.35 

9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3.00 

10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九组合 500,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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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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33,186,261.54   71,851,781.82  85.36% 主要是在建开发项目预付工程款增加 

应收利息  160,149,730.75   86,880,864.91  84.33% 
主要是应收参股子公司委托贷款利息

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573,913,846.61   6,757,601,112.44  100.87% 
主要是增加参股子公司往来款及拍地

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1,817,662,775.02   1,163,078,070.54  56.28% 
主要为预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

增值税等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740,992,943.54   2,045,352,784.94  34.01% 主要是对参股子公司投资款增加 

应付利息  51,820,433.81   120,147,804.30  -56.87% 主要是归还长期借款利息 

其他应付款 3,995,170,108.89  1,592,555,960.89  150.87% 主要是子公司应付股东借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001,475,000.00   2,251,122,417.54  33.33%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11,607,886.51   307,934,094.46  -31.28% 主要是 1-9 月销售代理费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212,300,122.17   353,222,831.95  -39.90% 
主要是新增参股子公司往来款，1-9 月

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85,665,510.55   26,284,824.24  225.91% 
主要是 1-9 月新增参股子公司往来款，

按照谨慎性原则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  15,631,118.01   30,142,320.38  -48.14% 
主要是 1-9 月投资企业净利润变动所

致 

所得税费用  612,126,895.36   311,894,592.44  96.26% 
主要是 1-9 月利润总额增加，相应的所

得税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96,176,862.22   3,719,108,581.08  -191.32% 

主要是 1-9 月支付拍地保证金及参股

子公司往来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3,250,588.22   -1,875,126,780.09  51.30% 本年 1-9 月对外投资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63,416,709.77   3,526,126,716.45  -69.84% 主要是 1-9 月借款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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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依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的中粮金帝食品厂区（以下简称“金帝食品厂城市更新项目”）

进行了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申报。2017 年 8 月，该项目获得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批准，并列入《2017

年福田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计划》。2017 年 9 月，该项目规划（草案）通过深圳市福

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金帝食品厂城市更新项目拟更新方向为新

型产业等功能，更新单元用地面积 28,409.5 平方米，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28,409.5 平方米，开

发建设用地面积 24,147.5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44,810 平方米，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3,700 平方米。该项目须按照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完成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及项目实施主体确

认等工作后方可实施开发建设。该项目的规划建设要求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过程中予以

确定。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须依据城市更新政策规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确认后产生，仍存

在不确定性。 

2、为了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剥离非主业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食品”）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存

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大家”）被确定为竞得人，

成交价为 20,600 万元。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与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实物资产交易

合同>的议案》，同意金帝食品与利大家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等法律文件。双方已于 2017

年 1 月完成签约，2017 年 2 月利大家已支付全部款项。本报告期内，双方已完成全部资产交

割。 

3、2017 年 7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锦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锦悦”）

与深圳瑞诚嘉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诚嘉益”）组成联合体，通过公开

竞拍竞得成都市成华区 CH05（251）：2017-025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已设立项目

公司成都鹏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鹏鼎置业”）。根据双方签订的联合竞买协议约

定，中粮锦悦与瑞诚嘉益就后续具体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在报告期内签订了《投资

协议》，共同合作开发目标地块。本次交易已经 2017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4、2017年 8月 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悦锦合”，

我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0%股权）通过重庆联交所以公开摘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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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 Q 分区 F3-2-4/02、F3-2-3/02、F3-2-2/02 号地块上的“蟠

龙欣城”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蟠龙欣城”项目）的买受人。

报告期内，华悦锦合按照产权交易所相关流程与转让方重庆市佳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了《实物资产交易合同》。2017 年 9 月 22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

华悦锦合股东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另一股东深圳沅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

后续具体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在报告期内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共同合作开发蟠

龙欣城项目。 

5、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 2017 年 7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9 月 28 日，

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OFCO (Hong 

Kong) Limited”）签署了关于本次重组的框架协议，并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告了框架协议的

主要内容，由公司向中粮香港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所持 Vibrant Oak 

Limited的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Vibrant Oak Limited 为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由于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且公司尚需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若干监管机构就交易方案进行沟通，并需取得上述机构的原则性同意，公司预计无法

在停牌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即 2017 年 10 月 24 日前披露本次重组信息。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

关事项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并承诺公司证券因筹划各类事项的连续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目

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重要事项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相关查询 

其他重

大事项

序号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

网站名称 

2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转让部分资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86）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3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粮锦悦置业有限公司与深圳瑞诚嘉益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3） 

2017年 8月 31 日 

4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公开摘牌方式成为重庆“蟠龙欣城”房

地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受买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6） 

2017 年 9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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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深圳沅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 
2017 年 9月 23 日 

5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2017 年 7月 22 日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 2017 年 7月 29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 2017 年 8月 7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17 年 8月 12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2017 年 8月 19 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6） 
2017 年 8月 22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2017 年 8月 26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 2017 年 9月 2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 2017 年 9月 9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2017 年 9月 16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

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 
2017 年 9月 23 日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7-080） 
2017 年 9月 29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2） 2017 年 9月 30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6） 2017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8） 2017 年 10 月 21 日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9） 
2017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90）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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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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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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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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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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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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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落实国家“两个百年”战略，聚焦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

系列部署和要求，中粮地产充分研究川西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区位资源，

找准脱贫路径，积极帮助当地发展旅游经济，增强造血功能，并在支持地方公益事业和民生

建设上，通过援助帮扶，践行了央企的社会责任，为打赢扶贫攻坚战贡献中粮力量。 

2017 年 9 月，公司董事长带队赴甘孜县考察调研，向甘孜县捐赠了扶贫援助资金并在甘

孜县中心敬老院、甘孜州康北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捐助活动。 

未来，中粮地产将遵循甘孜县委、县政府的精准脱贫攻坚规划，建立沟通机制、定期互

访，继续为甘孜县 2019 年提前脱贫添砖加瓦。公司将严格按照对外捐赠管理相关要求，严

格按照预算支出，做好对外捐赠工作；同时继续整合相关资源，一如既往关注公益慈善领域，

发挥央企优势，助力公益，奉献爱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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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签名： 周  政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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