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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2018-052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宏远 A 股票代码 0005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鄢国根 朱玉龙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 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 

电话 （0769）22412655 （0769）22412655 

电子信箱 0573@21cn.com 0573@21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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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08,167.16 318,305,283.14 -5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822,906.78 69,628,772.33 -14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662,206.26 69,120,354.74 -14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841,313.94 -75,775,933.69 3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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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7 0.1118 -14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7 0.1118 -14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4.01%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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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3,049,265.23 2,939,154,644.59 1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2,978,527.38 1,677,570,934.49 -0.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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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5% 117,011,048 0 质押 110,62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

宝－丰利 2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78% 11,547,400 0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9,000,079 0   

易敏珠 境内自然人 1.35% 8,756,555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阳明 2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8% 8,297,800 0   

蒋锡才 境内自然人 1.11% 7,219,617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

信信托·盈泰 1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88% 5,693,800 0   

方国宝 境内自然人 0.67% 4,351,941 0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0.63% 4,109,506 0   

周明轩 境内自然人 0.62% 4,050,000 4,01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与第三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一名、第三名股东及第十名股东与前十名中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没有充足的确定性信息对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余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作出判断。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7287279 股，易敏珠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600 股，方奕忠通过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6471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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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18 年 06 月 1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8-039，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6 月 19 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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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030.8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9.06%，营业利润-3560.8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7.5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82.2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4.27%。公司上半年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其一是限

贷限购以及银行信贷收紧对房地产销售的不利影响，且公司本期可售项目同比减少，导致项目销量降低，另外房地产公司已

售产品在本报告期内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其二是合营项目翡丽山由于已售产品在本报告期内亦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故净

利润下降，致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其三是本期摊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成本。 

（一）房地产业务 

2018年上半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发展战略下，东莞市拥抱历史性机遇，发展路上扬帆再起航，

全市经济发展整体上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居于省内地市排名前列，在保

持经济提速和结构优化上实现齐头并进，城市发展的红利或将给东莞市房地产业带来更广阔的潜在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

看到区域经济发展势头稳健的同时，仍须警惕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压力下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上半年，楼市调控政策延续并朝着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方向发展。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房地产行

业调控趋严，调控政策在延续前期限购限贷等的基础上，新政有所加码，报告期内在东莞区域市场内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对新

建商品房限价政策的调整升级以及普遍上浮房贷利率。根据东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东莞房地产投资下降，楼

市成交平淡：房地产开发投资321.13亿元，下降1.8%，新建商品房网上签约销售面积约322.00万平方米，下降6.3%，销售金

额528.59亿元，增长1.3%。 

报告期内，公司地产销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278.90万元，同比下降82.01%；营业成本3576.30万元，同比下降84.46%。

公司本期房地产业务收入同比下降较大，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公司可售项目同比减少，导致销量降低，且公司房地产项目已售

产品在本报告期亦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致整体销售收入下降。截至2018年6月底，宏远地产取得预售证面积32,016.32平方

米，本报告期销售面积约22,734.08平方米，结算面积4,694.10平方米，库存面积35,067.25平方米；合营企业万科置地取得预

售证面积26,241.00平方米，本报告期销售面积12,058.00平方米，结算面积约434.09平方米，库存面积5,746.00平方米。 

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发及销售情况如下： 

1.公司的房地产储备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宏远地产持有的待开发项目为时代国际，土地面积8,974.8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预计约28,000.00平方

米、区域分布在东莞。项目不涉及一级土地开发。 

此外，全资子公司宏远投资于2018年6月与首铸一号以竞买联合体方式竞拍取得东莞市南城街道建设路南侧2018WG006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地面积67,476.65 平方米。其后，宏远投资与首铸一号组建项目公司首铸二号共同开发该地块，

其中宏远投资出资占20%，首铸一号出资占80%。 

2.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情况 

（1）报告期，房地产公司无新开工项目。在建项目、竣工项目，区域分布在东莞、江苏苏州。项目权益比例、占地面

积、计容建筑面积、已完工建筑面积等情况如下： 

（面积单位：平方米） 

在建项目 帝庭山 苏州天骏 翡丽山 

权益比例 100% 70% 50% 

占地面积 118,800.90 20,797.30 249,534.00 

计容建筑面积 211,465.00 61,792.69 374,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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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建筑面积 57,946.08 0 380,600.00 

主要项目的开工时间 2015.1.15 2015.12.9 2010.7.10 

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在金额、

周期等方面出现50%以上差异

的情况及原因（如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停工可能 否 否 否 

竣工项目 康城假日 御庭山 -- 

权益比例 100% 100% -- 

占地面积 52,964.94 57,036.00 -- 

计容建筑面积 111,213.24 95,930.35 -- 

已完工建筑面积 128,591.98 116,845.00 -- 

 
（2）项目的预计总投资金额、实际投资金额等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金额 本报告期（2018.1-6月）投

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御庭山 730,000,000.00 668,688.03 723,858,024.70 

康城假日 660,000,000.00 0 663,049,037.26 

帝庭山 1,430,000,000.00 128,772,280.69 1,286,870,739.92 

苏州天骏 510,000,000.00 55,527,526.64 280,556,078.43 

翡丽山 3,711,010,000.00 55,401,414.00 3,561,957,580.00 

注：项目均未涉及一级土地开发。 

 
3.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在售项目的权益比例、可供出售面积、预售面积、结算面积情况： 

（面积单位：平方米） 

在售项目 帝庭山 御庭山 翡丽山 

权益比例 100% 100% 50% 

可供出售面积（总） 230,114.00 96,815.56 390,613.7 

本报告期初可供出售面积 16,729.13 315.37 31,987.00 

本报告期的预售面积 32,016.32 0 26,241.00 

本报告期的结算面积 2,935.02 195.47 434.09 

竣工时间 2019.06 2013.2 2018.11 

注：项目区域分布都在东莞，不涉及一级土地开发。 

 
4.公司的房地产出租情况。报告期主要出租项目位于东莞，项目权益比例、楼面面积、出租率情况如下： 

（面积单位：平方米） 

出租项目 虎门华远厂房 宏远工业区 

权益比例 100% 100% 

楼面面积 28,604.11 181,136.46 

出租率 100% 98% 

 
5.报告期末各类融资余额、融资成本区间、期限结构情况： 

融资途径 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 

银行贷款 

短期借款 31400万元 3.9875%~5.4375% 1年内 

长期借款 60500万元 6.4%~6.5% 5年 

（二）煤炭业务 

上半年，国内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全国煤炭消费量稳中有升，煤炭价格于合理区间运行。受贵州省内其他煤矿安全

事故影响，今年上半年煤矿开工时间有所推迟，加上现采煤层赋存状况不理想，开采难度大，故煤炭沟煤矿上半年产煤较少，

2018年 1至 6月煤炭产量为 11257.20吨,销量为 13518.64吨。煤炭沟煤矿 45万吨/年采矿权证目前处于上报初步设计方案

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内取得该证。 

核桃坪煤矿 15万吨/年采矿权证续期工作已完成，并于今年 7月启动复工复产程序，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恢复生产。

核桃坪煤矿涉及的因此前煤矿兼并重组合作方孔家沟煤矿及其股东违约而造成的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终 466号采矿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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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合同纠纷案，以及因孔家沟煤矿及其股东擅自生产、违约而造成的四川内江中院(2018）川 10民终 314号之一的债权纠纷

案，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两案仍未审结，其中，四川内江中院(2018）川 10民终 314号之一债权纠纷案目前处于中止诉讼阶段，

需以最高院对（2018）最高法民终 466号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审理结果为判决依据，对此，本公司将积极应对，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再生铅业务 

报告期内，中央环保督查力度加强，国家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的强压打击较好地限制了再生铅非持证企业的

野蛮无序生长，有利于产能向合规企业集中。2018年是公司收购新裕公司并取得 5年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后，其进

入正式生产阶段的第一年, 上半年，新裕公司废铅酸电池及含铅废物回收量随着各项工作进入正轨而慢慢提升，公司在新裕

公司规范化发展的基础上，对生产规模、工艺、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自我要求。新裕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烟气脱硫系

统升级改造、新建项目，以及冶炼车间改造项目，相关配套设施将于下半年陆续交付使用。相关设施升级改造的完成，将利

于提高再生铅的产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明轩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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