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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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键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阿头、总会计师许浩荣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陈辉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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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8,911,389.92 670,672,112.47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95,773.83 9,911,916.64 17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082,802.80 8,310,890.99 6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91,663.33 3,334,495.38 -23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11 1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11 1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0.4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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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4,393,934.79 4,971,533,176.89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0,759,275.48 2,163,923,555.71 1.2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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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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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226.72 主要为固定资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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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34.83 财政建设项目补助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836,549.53 

主要为向合营企业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及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918.05 

对持有 54.17%的福建华兴漳发创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委托福建省创新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按权益法核算所

确认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7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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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020,000.00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4,629.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2,912,97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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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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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1% 258,836,687 71,556,351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4% 88,676,954 0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35,778,175 35,778,175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4% 8,310,0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4% 6,393,6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3,650,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3% 3,250,833    

林美凤 境内自然人 0.32% 3,146,920    

张亮 境内自然人 0.29% 2,840,026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0.27% 2,6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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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187,280,336 人民币普通股 187,28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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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88,676,954 人民币普通股 88,676,954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8,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0,000 

徐开东 6,393,685 人民币普通股 6,393,6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3,6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3,250,833 人民币普通股 3,250,833 

林美凤 3,146,920 人民币普通股 3,146,920 

张亮 2,840,026 人民币普通股 2,840,026 

曹慧利 2,6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0,300 

陈君 2,6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是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属同一国资主体控制的企

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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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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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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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经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漳龙集团计划

在未来12个月内（自2018年03月07日起），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种类为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增持数量为累计增持股数不低于总股本的1%，不超过总股

本的2%；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漳龙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漳龙集团将根据股本变动

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漳龙集团已增持166,700股。增持前，漳龙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347,346,94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5.03%；增持后，漳龙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7,513,6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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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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70,000.00 200,000.00 685.00%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泷澄建筑收到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83,297,724.94 50,017,712.31 66.54%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预付电梯采购款

及汽贸预付厂家购车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3,957,544.36 248,979,828.91 -46.20% 
主要为本期收回转让花都置业剩余

40%股权款 

投资性房地产 104,270,509.71 0.00 ---- 
地产板块房产出租，按相应房产成

本计价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付职工薪酬 13,823,084.16 31,544,037.83 -56.18% 
主要为去年年底计提的年终绩效在

本期发放 

应付利息 8,868,921.37 2,493,382.17 255.70% 计提“14漳发债”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2,014,361.79 311,712,150.75 -51.23% 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借款 

长期借款 229,390,800.00 79,390,800.00 188.94% 
主要为本期发行银行理财融资工具

1.5亿元 

少数股东权益 118,551,617.30 52,988,966.03 123.73%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泷澄建筑少数股

东同比例到资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7,433,781.35 5,366,694.01 38.52% 
主要为地产部分结转收入相应结转

税费 

财务费用 10,944,189.83 21,700,956.51 -49.57% 
主要为本期贷款减少，相应费用支

出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8,513,591.50 4,707,316.33 80.86% 
主要为本期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 

投资收益 10,132,816.28 -480,044.39 ---- 
主要为本期收到可供出售的金融资

产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367,226.72 695,411.29 -47.19% 
主要为本期汽贸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6,995,773.83 9,911,916.64 172.36% 

主要为本期财务费用减少及可供出

售的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增加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5,488,788.44 100,565,505.73 -34.88% 主要为收到天同地产往来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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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23,172,126.47 70,263,914.03 75.30% 主要为支付天同地产往来款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91,663.33 3,334,495.38 -234.70% 

主要为本期收到天同地产往来款减

少，支付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6,688,740.64 31,571,001.86 111.23% 

主要为子公司水务集团及泷澄建筑

的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3,688,424.00 72,687,584.96 524.16% 本期新增贷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3,131,183.56 252,681,493.60 75.37% 

主要为汽贸板块及泷澄工业归还贷

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8,209,586.27 14,481,657.93 -43.31% 主要为本期支付财务费用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6,617,627.07 39,230,129.00 44.32% 

主要为本期汽贸板块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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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3月29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16亿元的超短期

融资券，根据公司资金需求额度内分期滚动发行；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有效期（两年）内发行；超短融期限为不超过270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事宜。 

2016年9月1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上述16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自2016年9月1日起2年内有效，

可分期发行。截至本次报告披露日，上述超短期融资券尚未发行。 

2. 公司于2017年0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09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漳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

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花都置业50%股权。 

2017年11月13日，经在漳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以公开竞拍方式，最终确定安徽璟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为花都置业50%股权的受让方，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7,500.00万元。2017年11月16日，公司与璟德地产签订《福

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股权及债权款合计47,810.00万元。按《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本次转让股

权款分三笔支付，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收到60%股权转让款及全部债权款合计36,810.00万元；2017年12月06日完成花都置

业50%股权工商变更手续；2018年01月15日收到20%股权转让款的5,500.00万元及利息71.775万元；2018年02月14日收到剩余

股权转让款5,500.00万元及利息19.9375万元。至此，花都置业50%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毕。 

3.2018年0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下属企业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企业诏发置业与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漳发•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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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名都小区供配电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额为22,218,997.00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等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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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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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8 年 1 月 18 日、

2018 年 2 月 7 日  
公司 电话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各业务版块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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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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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键鹏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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