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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2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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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广林董事长、路昆董事、薛晓芳董事、周善忠董事、马弘独立董事、运

乃建独立董事、段咏独立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广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德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崔利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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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0,723,894.92 472,361,400.94 10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814,608.10 176,634,448.70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4,603,719.04 176,421,289.34 3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184,447.44 -1,770,273,233.15 9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8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8 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3.7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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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9,501,435.61 10,302,263,811.06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56,528,316.17 5,121,713,708.07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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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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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12.48 天保青年公寓调拨固定资产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72.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296.36  

合计 210,889.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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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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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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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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5% 519,087,178 0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9,400,000 0   

赵阳民 境内自然人 0.57% 5,782,400 0 质押 1,000,000 

洪似云 境内自然人 0.39% 3,968,550 0   

庄振鸿 境内自然人 0.31% 3,100,0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30% 3,016,100 0   

黄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8% 2,831,600 0   

天津市万博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2,772,300 0   

刘定舫 境内自然人 0.26% 2,670,000 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26% 2,6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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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519,087,178 人民币普通股 519,087,178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0 

赵阳民 5,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82,400 

洪似云 3,968,550 人民币普通股 3,968,550 

庄振鸿 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3,0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6,100 

黄卫国 2,8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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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万博咨询有限公司 2,7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2,300 

刘定舫 2,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0,00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6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 9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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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赵阳民股东、洪似云股东、黄卫国股东、刘定

舫股东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股东赵阳民共持有

公司股份 5,78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其中普通账户持股

3,782,400 股，信用账户持股 2,000,000 股。股东洪似云共持有公司股份

3,968,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股东黄卫国

共持有公司股份 2,83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其中普通账户持

股 395,800 股，信用账户持股 2,435,800 股。股东刘定舫共持有公司股份

2,6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其中普通账户持股 670,000 股，信

用账户持股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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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股东赵阳民在报告期内进行了约定购回

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 

报告期初约定购回交易 报告期内约定购回交易 报告期末约定购回交易 

股份 

数量 

比例 

（%） 

股份 

数量 

比例 

（%） 

股份 

数量 

比例 

（%） 

赵阳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146 0.14 26.5 0.03 172.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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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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科目 报告期末数 报告期初数 增减变动比率 增减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339,876.46  10,372,521.92  -96.72% 报告期内增值税待抵扣款减少所致 

预收账款 1,271,347,562.04  2,114,978,087.48  -39.89% 
报告期内意境兰庭二期项目结转收入，导致预收账

款相应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17,163,817.36  85,889,811.16  36.41% 报告期内计提的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454,545.13  14,827,229.22  -36.24% 报告期内发放奖金所致 

应付利息 36,503,272.56  22,136,700.34  64.90% 
报告期内计提的公司债利息、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612,511,284.03  431,524,278.75  41.94% 报告期内预提应缴土地增值税所致 

长期借款 640,000,000.00  450,000,000.00  42.22% 报告期内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会计科目 2018 年 1-3 月份 2017 年 1-3 月份 增减变动比率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50,723,894.92  472,361,400.94  101.27% 报告期内主要是意境兰庭二期项目结转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403,039,277.02  200,070,568.74  101.45% 
报告期内主要是意境兰庭二期项目结转收入，按照

配比原则相应结转成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210,951,549.00  -2,650,900.90  8057.73% 
报告期内主要是计提意境兰庭二期项目对应的土

地增值税所致 

销售费用 2,580,764.07  4,695,815.29  -45.04% 报告期内主要是销售服务费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0,425,618.18  450,920.42  2212.07% 
报告期内主要是计提的公司债利息、银行贷款利息

及保理融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56,300.80  26,613,090.40  -102.84% 报告期内主要是收回应收款项，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253,064.21  61,888,363.54  37.75%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相应的所得税费用随

之增加所致 

净利润 234,814,608.10  176,634,448.70  32.94% 
报告期内意境兰庭二期项目结转收入，相应的净利

润随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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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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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年初余额 72,338,299.09 元，2018 年 1-3 月募集资金项目专款支出 13,215,499.50 元，

取得利息收入 248,681.78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205.6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余额为 59,371,275.77 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2、关于全资子公司嘉创物业公开挂牌增资事项 

为深入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激发企业活力，进一步为公司未来经营业务和发展战略提供支

持，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嘉创物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拟以公开挂牌增资扩股方式进行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议案》，同意嘉创物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及增资扩股实施方案。经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对意向

投资方审核，2018 年 1 月 31 日，嘉创物业与彩生活就本次增资扩股事项签署了《增资协议》，增资总金额

为人民币 1,009.1475 万元，占增资后嘉创物业股权比例的 42.8571%，其中 22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增资总

金额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共计人民币 784.14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嘉创物业的注册资本

将由人民币 3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525 万元。公司持有嘉创物业的股权比例由 100%下降至 57.1429%，嘉创

物业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资金所属项目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022000235558 天保房地产空港

商业区住宅项目

（一期） 

29,015.99  40,031,922.58  40,060,938.57  

101022000256042  1,080.53  1,080.5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保税区支

行 

2000161324000186 天保金海岸D06

住宅项目 

 6,437,467.42  6,437,467.42  

2000225275000813 1,160,935.09  91,597.50  1,252,532.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港保

税区分行 

250801040003087 天保金海岸D07

住宅项目 

 11,476,030.87  11,476,030.87  

02250801040003145 129,365.31  13,860.48  143,225.79  

合 计     1,319,316.39  58,051,959.38  59,371,275.7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嘉创物业公开

挂牌增资事项 

2017 年 11 月 18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64）、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挂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5）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公开挂牌增资扩股结果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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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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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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1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及房地产项目情况 

2018 年 01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商品房销售情况 

2018 年 01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18 年 02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中天航空经营情况 

2018 年 02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商品房销售情况 

2018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7 年年报相关情况 

2018 年 03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7 年年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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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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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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广林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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