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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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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三、公司负责人朱凤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骆伟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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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相关通知，公司对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行项目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调整，但不影响可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净利润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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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2,474,347.55 33,341,055,448.55 33,341,055,448.55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63,732,403.73 3,715,978,658.32 3,715,978,658.3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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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0,699.24 -16.29% 918,257,370.07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236,239.85 -130.58% -78,490,404.48 -14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084,634.13 -133.14% -66,092,287.20 -13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67,397,044.08 14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127.27% -0.09 -14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127.27% -0.09 -14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减少 3.53 个百分点 -2.15% 减少 7.4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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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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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2,152,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91,930.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86,89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68,721.78  

合计 -12,398,11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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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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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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新世纪科

教拓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5% 382,110,504 0 质押 272,750,000 

杨志茂 境内自然人 7.40% 66,300,000 0   

黄海晓 境内自然人 1.09% 9,726,740    

珠海安赐共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安赐阳光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7,956,404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6% 4,121,588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5% 3,135,400    

刘正杰 境内自然人 0.34% 3,048,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2,797,68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

证券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2,374,828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全指证券

公司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2,2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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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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382,110,504 人民币普通股 382,110,504 

杨志茂 6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00,000 

黄海晓 9,726,740 人民币普通股 9,726,740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安赐阳光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7,956,404 人民币普通股 7,956,4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121,588 人民币普通股 4,121,5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5,400 

刘正杰 3,04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8,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97,687 人民币普通股 2,797,6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2,374,828 人民币普通股 2,374,8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2,251,65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6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根据公司已知的资料，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新世纪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茂

先生控制的公司，除此之外，未发现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黄海晓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9,726,740 股股份，股东珠海安赐共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安赐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 7,956,404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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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资产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原因 

结算备付金 159,162,043.28 107,008,640.46 48.74%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客户存放

结算备付金增加所致。 

融出资金 1,810,392,967.43 3,037,123,160.65 -40.39%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融出资金

业务规模下降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3,913,973.39 317,317.75 1133.46%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衍生金融工具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75,163,680.97 1,355,121,827.27 -35.42%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股票质押

回购业务规模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 182,247,293.21 63,317,677.89 187.83%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应收业务

款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117,926,524.72 79,795,936.68 47.79%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部分投资

性房地产转为自用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负债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953,781,802.63 2,867,137,099.94 -31.86% 

主要是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产

生的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304,900.00 123,800.00 954.04%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衍生金融工具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代理承销证券款   1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证券承销完成

所致。 

应交税费 16,448,631.03 48,392,710.20 -66.01%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应交企业

所得税减少所致。 

预计负债 29,280,305.00 6,720,070.00 335.71%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计提的资

管产品预计补偿支出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801,020,000.00 1,350,000,000.00 33.41% 主要是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80,534.91 8,412,629.14 -51.50%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期末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9,141,937.17 13,297,787.28 119.15% 

主要是期末公司在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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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发生额

（2017年1-9月） 
增减% 增减原因 

利息净收入 -403,082,530.55 -263,028,501.92 -53.25% 
主要是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应付结构化产
品投资者利息以及计提的收益凭证、公司
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3,925,868.76 -37,050,965.25 -45.55% 
主要是证券市场波动导致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汇兑收益 323,828.42 -858,292.08 137.73% 主要是期末人民币汇率波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8,318.26 22,712.07 68.71%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7,633,761.26 2,557,372.23 198.50%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收到的扣缴个
税手续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76,626,499.06 126,524,309.95 39.60% 
主要是公司借款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06,111.00 20,427,872.89 -95.07%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上期转回计提
的资管产品预计补偿支出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747,641.29 421,828.26 6240.88%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计提的资
管产品预计补偿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053,583.30 45,659,115.73 -60.46%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应纳税所
得额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或股东）
的净利润 

-78,490,404.48 195,609,147.70 -140.13% 
主要是本期中山证券的净利润减少、按权
益法核算的东莞证券的投资收益下降以及
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发生额
（2017年1-9月） 

增减%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78,072,359.27 -235,897,043.48 1320.05%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投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本期
融出资金业务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10,675,315.19 2,340,406,814.39 -31.18%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代理买卖证券
支付的现金、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减
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7,397,044.08 -2,576,303,857.87 149.19%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投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本期
融出资金业务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9,865,975.44 74,254,033.42 47.96%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收到股权
转让款订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73,868.68 -25,769,586.69 188.37%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收到股权
转让款订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76,739,927.81 2,218,639,199.52 133.33%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偿还到期
收益凭证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620,085.17 1,971,722,465.48 -142.13%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发行收益
凭证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偿
还到期收益凭证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9,874,656.01 -631,209,271.16 172.86%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中山证券本期投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本期
融出资金业务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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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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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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债券 140921 
17 四川

17 
302,826,400.0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298,798,200.00 2,947,400.00  654,857,800.00 653,662,800.00 12,746,242.47 302,940,600.00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605259 
16 河北

债 09 
255,556,999.91  558,220.00  452,133,999.91 196,577,000.00 1,757,496.71 259,192,18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805112 
18 贵州

债 14 
251,544,200.00  405,050.00  251,544,200.00  2,405,050.00 251,949,25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805253 
18 湖北

债 11 
250,094,840.00  695,160.00  290,072,240.00 39,977,400.00 883,102.47 250,790,00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40227 
14 国开

27 
227,732,230.00 177,727,680.00 6,328,040.00  227,732,230.00 179,317,980.00 11,052,238.64 232,469,97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805021 
18 贵州

债 01 
231,926,798.70  131,931.30  262,153,660.00 30,226,861.30 1,590,394.95 232,058,73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605217 
16 陕西

债 09 
206,400,560.00  1,947,679.53  314,515,139.05 108,114,579.05 4,041,089.57 209,352,99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47745 
18 四川

06 
201,630,000.00  -127,200.00  1,101,630,000.00 900,000,000.00 3,805,689.05 201,502,80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40967 
17 湖北

11 
190,000,000.00 188,262,450.00 3,019,480.00  390,000,000.00 390,000,000.00 8,490,699.18 191,281,930.00 

自有资

金购入 

债券 118819 
16 镇城

02 
191,498,907.68 165,305,727.68 -926,224.00  26,193,180.00  6,314,300.55 190,572,683.68 

自有资

金及集

合资管

计划购

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14,886,654,685.93 -- 17,208,402,480.84 -73,473,061.23 -13,106,834.92 370,203,091,965.46 372,044,924,269.33 537,155,571.02 14,693,529,437.87 -- -- 

合计 17,195,865,622.22 -- 18,038,496,538.52 -58,493,524.40 -13,106,834.92 374,173,924,414.42 374,542,800,889.68 590,241,874.61 17,015,640,571.5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本表所述证券投资为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根据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的投资事项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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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对报告期内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境内外股票、基金、债券、信托产品等金融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资金来源、

报告期内购入或售出及投资收益情况、公允价值变动情况等进行披露。 

2、对于非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允价值相关项目可填不适用。 

3、本表要求按期末账面价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填列公司期末所持前十只证券情况。 

4、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5、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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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9 月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和参股公司

东莞证券的经营状况、业务发展状况等

进行沟通，听取投资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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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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