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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比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二章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粤宏远 A”)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粤宏远 A中拥有权益。 

三、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权益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

进行的。除上市公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3  

目录 

 

 

第一节 封面 目录 释义.............................................................................................. 1 

声明................................................................................................................................ 2 

释义................................................................................................................................ 4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5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8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9 

第五节 资金来源........................................................................................................ 11 

第六节 后续计划........................................................................................................ 12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13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14 

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14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15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20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21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22 

附表.............................................................................................................................. 24 

 



 4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简称 所指全称、意思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人民币元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第 16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宏远集团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粤宏远 A、公司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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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法人 

名称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东莞市南城区宏远大厦 16楼 

法定代表人 陈江涛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190379022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组织策划篮球竞赛，体

育培训（不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体育大学、学院、学校

的体育专业教育）（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规

定应当取得许可的项目除外），等等。 

经营期限 1987年 12 月 25日至长期 

股东 
陈海涛、陈江涛、陈伟涛、刘伟权、欧永洪、卢蔚、刘海霞、

伍文军、程爱鲜、单浩江。 

通讯地址/邮编 东莞市南城区宏远大厦 16楼/523087 

通讯方式/联系电话 0769-224142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1.股权控制关系图 



 6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为陈海涛先生。信息披露义务人宏远集团的股东中，陈海涛持股

30%，陈江涛持股 20%，陈伟涛持股 19%。根据宏远集团章程的约定，

宏远集团陈海涛、陈江涛、陈伟涛三位股东不按照出资份额和股权比

例在其股东会行使表决权，陈海涛享有陈海涛、陈江涛及陈伟涛三人

合计所持宏远集团 69%的出资份额和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并且在其股

东会中行使该表决权，陈江涛和陈伟涛不享有宏远集团的表决权，宏

远集团其他股东则按照其出资份额和股权比例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陈海涛先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为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核心业务为宏远集团的业务，请见第一点

企业基本情况的经营范围所述。 

（2）其主要关联企业及业务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关系 

注册资

本 
业务范围 

1 

东莞市宏远集团

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宏远集团

全资子公

司 

500万

元 

房地产开发后的管理，包括维修、保安（凭《内部保

安组织许可证》经营）、清洁、停车场、绿化服务、

房地产中介及其管理服务。 

2 
广东宏远篮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 

宏远集团

全资子公

司 

2000

万元 

足球、篮球竞赛、表演、培训、咨询；利用体育场馆

发布招牌、条幅广告；销售体育活动门票、体育用品、

塑料及制品、针纺织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

货、钢材、金属材料（除金银首饰）。 

陈海涛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30% 

 

表决权比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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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宏远集团药

业有限公司 

宏远集团

全资子公

司 

2000

万元 

制造、销售：大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

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甘露聚糖肽，膦甲酸钠，

甘草酸二铵，硫酸氢氯吡格雷，丹参酮ⅡA磺酸钠，米

诺膦酸），散剂，无菌原料药（炎琥宁）；物业租赁，

停车场服务，农副产品收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3 年财务状况简要

说明 

宏远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请见第一点企业基本情况经营范围。 

最近 3年财务简况：（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收益率 

资产 

负债率 

2015年 
2,290,243,915.44  379,215,678.86  843,464,666.72  21,340,174.47 5.63% 83.44% 

2016年 
2,177,197,843.51  374,360,209.84  903,982,283.69  25,144,530.98 6.72% 82.81% 

2017年 
2,386,078,682.02  410,120,874.81  492,026,581.21  35,760,664.97 8.72% 82.81%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

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陈海涛 无 董事长 442527196********* 中国 东莞 否 

陈江涛 无 经理 441900197********* 中国 东莞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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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权 无 副董事长 440125196********* 中国 东莞 否 

欧永洪 无 
董事、副

总经理 
442527195********* 中国 东莞 否 

单浩江 无 董事 442527197********* 中国 东莞 否 

张剑峰 无 

董事、常

务副总经

理 

441900198********* 中国 东莞 否 

卢蔚 无 
董事、副

总经理 
110105196********* 中国 东莞 否 

陈宇平 无 监事 440223197********* 中国 东莞 否 

覃剑宇 无 监事 440203196********* 中国 东莞 否 

刘剑辉 无 监事 441621196********* 中国 东莞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均没有受过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坚信上市公司具有资本市场



 9  

长期投资价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的 12 个月内暂无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的计划；信息披

露义务人存在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若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

报告及公告义务。 

三、做出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增持粤宏远 A 股票达 5%所

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增持股票的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是由其企

业内部决策决定，不涉及需由国家行政有权机构审批的情形。 

在 A 股市场行情低迷的情况下，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

考虑，2017 年 7月 13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经其董事会决定，认为在

上市公司的股价低迷时原则上可适当增持，并注意避开股东增持窗口

期，没有指定增持时间和增持比例，授权财务部相机增持。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种类为无限售流

通股（人民币普通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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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粤宏远 A87,086,507.00

股，约占粤宏远 A股权分置改革后总股本 622,755,604 股的 13.98%，

是粤宏远 A 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粤宏远 A 125,073,341.00

股，约占粤宏远 A 最新总股本 648,205,604 股的 19.30%，仍是粤宏

远 A 的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从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起算，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于

2011 年 6月、2017年 7 月、2018年间断地从 A股市场上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由此累计增持比例，迄今已达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以上。 

（一）2011 年 6 月首次增持 

此阶段合计增持 15,769,734.00 股，变动比例 2.54%，持股比例

到达 16.52%。 

（二）2017 年 7 月第二次增持 

此次发生一笔交易，增持 20 万股，变动比例 0.03%，持股比例

到达 16.55%。 

（三）2018 年 2月 10 日 2018 年 8月 1 日 

此阶段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增持 19,007,100.00 股，变动比例

2.28%，持股比例到达 18.83%。 

以上增持情况经通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索引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宏远集团持股数

量（股） 

当时上市公司总股

本（股） 

对应持股

比例 公告标题 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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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2011-06-08 91,256,507.00 
622,755,604.00 

14.65% 

2 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2011-06-15 102,856,241.00  16.52% 

3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2-10 105,260,085.00 

648,205,604.00 

【注：2017 年上市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增发 2545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8-01-17 披露

《关于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的公告》， 

完成后总股本变为

648,205,604.00

股。】 

16.24% 

4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2-24 105,360,085.00 16.25% 

5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5-05 108,380,109.00  16.72% 

6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票暨累计增持比

例达到 1%的公告 

2018-06-09 110,380,170.00  17.03% 

7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6-16 111,010,170.00  17.13% 

8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6-21 113,756,370.00  17.55% 

9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6-30 117,011,048.00  18.05% 

10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8-07-03 117,011,048.00 18.05%  

11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018-08-01 122,063,341.00  18.83% 

（四）2018 年 9月 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 301万股，变动

比例 0.47%，因此而累计持股变动达 5%以上，达到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规则要求，持股比例到达约 19.30%，持股数量为 125,073,341.00

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目前，宏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25,073,341.00 股，全部为无限

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0%。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

被质押 122,02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18.82%。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股份增持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分不同时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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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方式增持粤宏远 A 共计 37,986,834.00 股，交易资金总额约为

15,669.78 万元。 

二、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所支付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上述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

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截止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

内，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二、截止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

内，没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的章程中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重大变动的

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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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

变更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宏远集团与公司仍将保持人

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机构、财

务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

没有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宏远集团与公司有关联租赁的情形，主要是公司租赁宏远集团的

物业场所进行办公；宏远集团子公司东莞市宏远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由于管理公司房地产未售物业而发生物业管理费；宏远集团子公

司广东宏远集团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偶有对公司出售球票。 

相关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球票定价公允，随行就市，无损害公

司利益。相关交易金额不大，均未达到一般关联交易金额披露标准，

而公司亦会按期定期作信息披露。 

除此之外，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无其他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失去独

立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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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公司发生

重大交易，也未发生如下情况：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

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018 年 2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买入粤宏远 A 2,303,844 股，交易价格区间为 4.44 元/股至 4.58

元/股； 

2018 年 5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买入粤宏远 A 3,020,024 股，交易价格区间为 4.12 元/股至 4.26

元/股； 

2018 年 6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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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买入粤宏远 A 8,630,939股，交易价格区间为 3.63元/股至 4.259

元/股； 

2018 年 7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买入粤宏远 A 5,052,293 股，交易价格区间为 3.172 元/股至

3.471元/股；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买入粤宏远 A 3,010,000 股，平均交易价格

区间约 3.22 元/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持有粤宏远 A 股票以来，至今不存在卖出粤宏

远股票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以下人员外，其他董监高及直系亲属均不存在持有或买卖粤宏

远 A 股票的情形。1.董事刘伟权，在此期间买入 1,970,800.00 股，

目前持股 1,970,800.00股；2.监事刘剑辉配偶，买卖 9000 股，目前

持股 0股。 

以上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不存在《格式准则

第 16 号》第三十七条的情形。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年的财务会计报表（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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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期末 2016 年期末 2017 年期末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3,931,637.12  85,655,206.12  99,501,076.28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189,600.82  2,025,157.33  5,216,567.48  

    预付账款                   18,192,171.48  27,490,375.84  1,865,092.3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70,554,955.28  673,852,133.65  824,935,351.89  

    待摊费用    

    存  货                       395,949,333.91  237,640,947.52  203,710,573.28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

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140,817,698.61  1,026,663,820.46  1,135,228,661.23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投资                   757,578,176.73  779,172,516.73  880,337,936.7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337,376,256.82  317,943,236.04  298,773,663.43  

    在建工程   19,373,663.35  

    固定资产清理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合计 337,376,256.82  317,943,236.04  318,147,326.78  

    无形资产                   54,471,783.28  53,418,270.28  52,364,757.28  

    长期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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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9,426,216.83  1,150,534,023.05  1,250,850,020.79  

       资产总计               2,290,243,915.44  2,177,197,843.51  2,386,078,682.0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24,000,000.00  698,800,000.00  540,8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85,000,000.00    

    应付工资                 

    应付账款               19,947,498.91  30,665,456.66  5,543,999.84  

    预收账款               2,132,391.00  1,087,141.00  719,440.08  

    应付职工薪酬            526,826.51  267,112.51   

    未付股利                 

    应交税费               5,087,800.26  1,837,583.68  1,866,426.8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84,450,719.90  559,862,824.92  1,227,154,800.56  

    应付短期债券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5,934,514.90  7,544,401.16  

流动负债合计 1,421,145,236.58  1,298,454,633.67  1,783,629,068.4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45,000,000.00  359,500,000.00  47,445,738.75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144,883,000.00  144,883,000.00  144,883,000.00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9,883,000.00  504,383,000.00  192,328,7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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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911,028,236.58  1,802,837,633.67  1,975,957,807.2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资本公积               352,540,320.92  322,540,320.92  322,540,320.92  

    盈余公积                  

    专项储备    

    未分配利润             -73,324,642.06  -48,180,111.08  -12,419,446.1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9,215,678.86  374,360,209.84  410,120,874.81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290,243,915.44  2,177,197,843.51  2,386,078,682.02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一、营业收入           843,464,666.72  903,982,283.69  492,026,581.21  

    减：营业成本       648,237,399.01  673,724,940.78  305,873,326.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47,202,673.50  42,615,146.12  12,683,556.50  

        销售费用 21,141,280.90  39,704,834.14  21,597,490.10  

        管理费用       32,846,967.84  32,139,059.79  36,779,197.71  

        财务费用       
75,646,581.30  92,781,406.25  94,468,494.48  

         资产减值损失    

    加：投资收益       2,867,622.49  5,723,914.56  16,929,032.07  

        其他业务利润          

二、营业利润     21,257,386.66 28,740,811.17 37,553,548.36 

    加：营业外收入     301,478.39  32,609.73  87,116.61  

    减：营业外支出     10,500.00  2,260,000.00  1,880,000.00  

三、利润总额           21,548,365.05 26,513,420.90 35,760,664.97 

    减：企业所得税 
208,190.58  1,368,889.92  

 

四、净利润           21,340,174.47 25,144,530.98 35,760,664.97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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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843,206,959.58  920,577,442.90  509,904,560.3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83,221,715.80  2,916,327.56  673,312,885.06  

现金流入小计 926,428,675.38  923,493,770.46  1,183,217,445.3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386,371,508.36  676,926,414.76  248,785,524.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12,150,325.02  11,961,617.96  13,438,949.37  

支付的各种税费 42,935,019.72  67,279,766.41  32,759,302.66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26,863,693.54  183,431,880.23  200,424,063.37  

现金流出小计 568,320,546.64  939,599,679.36  495,407,840.24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额 358,108,128.74  -16,105,908.90  687,809,605.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

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867,622.49  5,723,914.56  16,929,032.0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它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

净额 

33,000.00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3,900,622.49  5,723,914.56  16,929,032.0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1,362.00  887,652.64  20,819,899.36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64,820,829.00  21,594,340.00  101,165,420.00  

债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64,852,191.00  22,481,992.64  121,985,319.36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 -60,951,568.51  -16,758,078.08  -105,056,287.2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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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669,000,000.00  713,300,000.00  540,800,000.00  

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669,000,000.00  713,300,000.00  540,8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746,000,000.00  624,000,000.00  1,010,854,261.25  

发生筹资费用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

金 
75,894,077.78  94,712,444.02  98,853,186.43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000,000.00  30,000,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831,894,077.78  748,712,444.02  1,109,707,447.68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 -162,894,077.78  -35,412,444.02  -568,907,447.68  

四、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34,262,482.45  -68,276,431.00  13,845,870.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9,669,154.67  153,931,637.12  85,655,206.1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53,931,637.12  85,655,206.12  99,501,076.28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

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信息披

露义务人能够按照对《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部分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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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江涛 

签署日期：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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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

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决定的情况说明 

（四）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

说明。参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适用的文件。 

（七）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说

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的财务报表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住所地，披露公告请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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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之签章页）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陈江涛 

 

 

.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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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 

股票简称 粤宏远 A 股票代码  0005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东莞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境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请

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A股；持股数量：87,086,507股; 持股比例：13.98%。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37,986,834.00 股 

变动比例：5.32%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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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可能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否 □ ； 部分适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 不适用√ 

是否已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 ； 不适用√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江涛 

日期：   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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