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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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赵春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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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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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87,417,619.01 32,809,760,939.96 32,822,138,717.25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89,669,216.18 3,782,549,058.15 3,787,547,867.45 0.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64,818,658.74 -10.67% 10,686,969,105.16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784,734.87 0.22% 72,354,014.18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692,182.58 -5.96% 68,191,403.28 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96,024,353.92 7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2 0.22% 0.0490 9.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2 0.22% 0.0490 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减少 0.06 个百分点 1.90% 增加 0.08 个百分点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鉴于公司区域开发产业不断深化，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将持续增加，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相关资产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

准确性，将公司投资性房产的后续计量由按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该事项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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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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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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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2,1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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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5,197.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3,332.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673.42  

合计 4,162,6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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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8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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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8% 486,580,511 0 质押 24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9% 50,025,100 0   

辽宁粮油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6,000,000 0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8% 5,566,263 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3% 4,932,862 0   

陈晋源 境内自然人 0.25% 3,660,000 0   

彭兵生 境内自然人 0.23% 3,403,000 0   

张月强 境内自然人 0.22% 3,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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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发 境内自然人 0.22% 3,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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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2,99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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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6,580,511 人民币普通股 486,580,5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0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25,100 

辽宁粮油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566,263 人民币普通股 5,566,263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932,862 人民币普通股 4,932,862 

陈晋源 3,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0,000 

彭兵生 3,4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3,000 

张月强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文新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2,999,443 人民币普通股 2,999,4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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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陈晋源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3,660,000 股；股东张月强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100,000 股；股东文新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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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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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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或本期数） 

期初数 

（或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06,321,280.46  65,987,589.66  61.12% 
本期预缴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待抵扣进项

税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632,075,323.34  480,122,767.74  31.65% 本期长期往来款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49,535,236.57  86,623,972.87  418.95% 本期自有商业地产用于出租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7,604,700.26  42,086,092.53  -34.41% 本期财务顾问费、预付利息等费用摊销所致 

预收款项 870,437,567.81  657,868,795.24  32.31% 本期预收贸易款及售房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536,804,217.53  1,889,274,877.47  87.20% 本期往来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3,956,605,147.33  6,251,692,420.33  -36.71% 本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567,774,277.40  858,133,962.17  -33.84% 本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投资收益 77,880,643.68  57,521,929.72  35.39% 

本期公司参股公司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及北

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分红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45,477,167.05  33,816,492.71  34.48% 本期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09,914.13  8,893,678.51  -76.28% 本期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8,043.37  9,154,187.22  -95.87% 本期赔偿金、违约金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0,942,989.66  5,962,191.70  754.43% 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6,024,353.92  865,083,146.23  72.93% 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1,169,732.70  101,047,183.30  -477.22% 本期支付的定期存单、保证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6,167,467.04  -275,290,647.42  -447.12% 本期偿还债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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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二级子公司西津湾文旅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33）

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二级子公司江苏西津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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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镇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该公司注销登记已经核准。 

2. 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丹东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

理决定书》（丹财投2018001）。丹东市财政局决定撤销泰达环保与丹东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签署的《丹东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合营合同》，撤销泰达环保与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草签的《丹东市垃圾处理场改造建设（焚

烧发电）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和《丹东市垃圾处理场改造建设（焚烧发电）PPP项目垃圾处理服务协议》，责令住建委

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泰达环保与住建委在积极沟通，就签订解除上述协议的相关协议尽快达成共识，妥善解决丹东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退出事宜。 

3. 天津贯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18年9月28日正式接收垃圾，于2018年10月10日开始点火调试，该项目垃圾处理

规模为1,000吨/日。 

4. 公司与南京弘阳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未来双方在商业运营、土地资源获取、IP

合作、项目开发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

意参股公司北方信托混改交易方案并放

弃增资认购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2018 年 0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25、26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

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包

括泰达控股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

行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295,114,770 股（含

295,114,770 股）股票。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49~56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处置上海房产的议案》。为进一步盘活

现有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拟

于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售所

持有的位于上海东大名路 888 弄 16 

号 302 室的房产和 11-17 号底层车库

22。会议也通过了《关于注销三级子公

司河北东都的议案》。为盘活资产，优化

资源配置，公司决定将其注销。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61、62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债券的议案》。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的公司债

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主承销商为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64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面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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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主承销商的

议案》和《关于控股股东泰达控股为公

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15 亿元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15 亿元债券的主承销商由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为本次公司

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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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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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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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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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提供 2017 年年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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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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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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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胡军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 月 24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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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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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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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