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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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灿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少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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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475,830,477.38 32,722,664,602.22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37,796,812.24 2,095,494,182.48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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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81,810.89 -31.94% 3,589,086,663.27 15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457,646.29 -104.81% 295,710,449.96 10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757,658.81 -8.45% 158,292,265.15 23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11,559,079.43 21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103.85% 0.660 34.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103.85% 0.660 3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减少 8.87 个百分点 13.49% 增加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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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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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44,187.51 项目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8,894,445.34 
对合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

资金占用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122,641.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0,199.3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6,767,706.78 

报告期内因通过增资引入战略

投资者导致佛山香颂置业有限

公司、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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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成都中交花源美庐置业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产生的

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109,349.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353,736.98  

合计 137,418,18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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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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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32% 237,690,352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9% 47,634,364  质押 18,195,000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5% 28,746,853  质押 19,875,000 

西安紫薇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 14,996,766    

彭程 境内自然人 1.64% 7,322,85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银叶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7% 6,530,927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3,888,900    

北京盛泽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2,443,050    

张蕾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1,941,423    

周海群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1,93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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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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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7,690,352 人民币普通股 237,690,352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7,634,364 人民币普通股 47,634,364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746,853 人民币普通股 28,746,853 

西安紫薇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996,766 人民币普通股 14,996,766 

彭程 7,322,850 人民币普通股 7,322,85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货银叶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6,530,927 人民币普通股 6,530,927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 3,8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8,900 

北京盛泽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43,050 人民币普通股 2,443,050 

张蕾 1,941,423 人民币普通股 1,941,423 

周海群 1,938,382 人民币普通股 1,938,3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彭程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北京鼎汇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78,300 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3,510,600 股，合计持有 3,88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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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变化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85,606.43         16,243,305.78  580.89% 主要为公司应收购房款增加 

预付账款        19,725,896.71        336,349,616.64  1605.12% 主要为公司预付工程款及预付土地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883,107,829.69      5,244,921,044.34  493.92% 主要为公司应收合联营项目借款及借款利息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12,220,226.68      1,279,748,592.66  109.03% 主要为预缴税费的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681,430,717.47        912,738,932.09  33.94% 主要为公司增加对合联营企业的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7,594,515.81        233,609,608.16  69.78% 主要为本期项目公司可抵扣亏损增加 

短期借款     1,05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公司归还借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47,024,188.11      2,711,421,161.48  32.46% 主要为应付土地款增加 

预收账款     8,993,492,575.33     17,141,420,030.44  90.60% 主要为预售购房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85,421,052.14         32,898,512.16  -61.49% 主要为公司支付了去年年末计提的奖金 

应交税费       555,186,197.60        325,893,594.16  -41.30% 主要为公司支付了去年年末计提的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5,029,872,408.97      2,123,559,753.39  -57.78% 主要为项目公司偿还了部分股东借款及部分股东

借款由短期调整为长期 

其他流动负债         9,759,207.97         17,950,880.48  83.94% 主要为待转销项税增加 

长期借款     5,403,773,902.56      8,508,662,287.02  57.46% 主要为公司本期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3,150,911,621.79      1,161,438,629.15  -63.14% 主要为部分应付债券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及偿还了部分到期债券 

长期应付款     1,068,610,325.76      1,592,762,563.99  49.05% 主要为部分股东借款由短期调整为长期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458,651.53         44,118,427.01  126.73% 主要为本期已确认但未实际收到利息收入产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实收资本       297,193,885.00        445,790,827.00  50.00% 主要为送红股所致 

 

2、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化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589,086,663.27      1,430,329,241.84  150.93% 本期同比交房面积增加导致结转的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2,203,941,861.11      1,066,201,810.21  106.71% 本期同比交房面积增加导致结转的营业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8,695,941.66         70,581,174.41  351.53% 本期同比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费增加 

财务费用       154,591,669.08         53,640,985.29  188.20% 本期外部借款增加，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8,808,733.33  -100.00% 上期部分车位出现减值迹象，本期不存在此因素 

投资收益       -10,233,136.10        194,412,462.88  -105.26% 上期华通公司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收益较多 

其他收益           216,787.51    100.00% 本期项目公司发生车位补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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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39,916,386.14          1,638,968.70  2335.46% 本期项目公司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所得税费用       172,976,164.91        -16,216,545.93  1166.66%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3、现金流量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化比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953,894,526.99      7,973,960,897.37  49.91% 本期预收购房款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714,286,790.99      8,609,348,883.07  -33.63% 本期支付的土地款及工程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37,084,099.11        168,066,216.42  41.07% 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68,464,433.85        684,121,200.16  129.27% 本期预售项目增加，支付的税费对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00,521,818.71    100.00% 本期收回合营项目借款本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4,173,474.37        199,872,553.70  -57.89% 上期华通公司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收益较多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8,433,980.00            780,000.00  981.28% 本期处置部分车辆及电脑，及本期收到上

年年末处置部分房产的款项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1,328,944.76         29,594,662.41  -61.72% 上期公司房屋建筑物装修费较多 

投资支付的现金     2,773,552,893.06      2,034,400,000.00  36.33% 主要为公司增加对合联营企业的投资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48,413,150.73  -100.00% 上期公司购买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及苏州华投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4,524,400.11    100.00% 本期因通过增资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导

致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佛山中交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成都中交花源美庐置

业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5,900,000.00        129,400,000.00  -72.26% 上期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款较多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00,000.00          1,623,338.41  1064.27% 本期公司收到银行、信托公司等退回贷款

相关费用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749,192,018.13      2,937,695,664.30  231.87% 主要为公司偿还金融机构及关联方借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889,381,205.56        549,235,277.37  61.93% 主要为公司偿还金融机构及关联方借款

利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889,704.63        268,774,785.25  -82.93% 上期华通公司购买大丰项目少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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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目主要财务及经营指标 

截至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947,583.05万元，总负债3,544,100.7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3,779.68万元；2018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8,908.67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1,538.0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29,571.04万元。 

2018年1-9月年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销售面积88.52万平方米，签约销售金额1,061,874万元，回款金额1,179,071万元。报

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务，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非公开发行A股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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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经综合考虑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意我司终止本次本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三）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 

2018年8月7日，我司收到控股股东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住地产”）书面通知，经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交集团”）批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与中住地产拟进行吸收合并。本次合并完

成后，地产集团作为本次合并的存续方继续存续，中住地产作为本次合并的被合并方将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其全部资产、负

债、业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地产集团承接与承继。2018年10月12日和10月23日，我司披露了地产集团及相关中介机构

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 

 

（四）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中交金汇置业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房（苏州）地产有限公司对中

房（南京）地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了《关于为佛山中交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为佛山香

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为中交（天津）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放弃中交富力（北

京）置业有限公司 10%股权优先收购权的议案》、《关于为中

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引入投资方事宜签署<补偿协

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议案》、《关于为中交（嘉兴）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07 月 20 日 

本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8-76、77、78、

79、80、81。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追溯调整母公司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的议

案》、《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公

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建立

<员工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

业务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公司中房（南京）地产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参股公司佛山香颂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调整收购杭州康欣置业有限

公司 50%股权暨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关于对长沙金

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全资子

公司深圳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中交房地产有限公司对首

铸二号（东莞）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暨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08 月 30 日 

本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8-90、91、92、

93、94、95、96、97、98、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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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耿忠强先生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的议案》、《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交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到期续借的关联交易议案》 

2018 年 09 月 13 日 

本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8-104、105。 

2018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考

核指标及目标值的议案》。 

2018 年 09 月 20 日 

本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8-108、109。 

2018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关于向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全部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09 月 28 日 

本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8-110、111、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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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住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中住地产特别承

诺，其在定向发行中认购的本

公司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实施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之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自其持有

的我公司股份锁定期满之日

起，若我公司股价未达到 20 元

/股，中住地产将不通过证券交

易所出售其所持的股份。 

2008 年 05 月

19 日 
持续履行 按承诺履行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中住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对于上海中住，中住地产承诺

如下：A．如果公司清算后的

剩余财产价值低于 2007年 5月

31 日评估值，则中住地产以现

金补足；B．上述公司从 2007

年 5月 31日至清理时不发生或

有负债等其它影响上市公司权

益的或有事项。如果期间发生

影响上市公司权益的或有事

项，则中住地产承担发生或有

2008 年 05 月

19 日 
持续履行 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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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之损失。 

中国房地产

开发集团公

司（注：2015

年 7 月，地产

集团通过无

偿划转方式

受让取得中

房集团持有

的中住地产

100%股权，地

产集团成为

我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 

 

通过划分区域市场避免同业竞

争，包括：A.我公司重组完成

后，在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已有房地产业务及拟开展房地

产业务的城市或地区重庆、四

川、贵州、广西、陕西、湖南、

湖北等，中房集团及中房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以

合作、参股等任何间接方式从

事新的可能对我公司构成竞争

的房地产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及物

业管理业务等；B.对于我公司

重组前中房集团及中房集团控

制的其他企业在上述我公司开

展房地产业务的地区已经开

展、尚未完成的可能对我公司

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中房

集团已做出通过转让、委托销

售、委托管理等方式委托与中

房集团不具有关系的第三方继

续经营的安排，中房集团仍享

有收益权；C.我公司重组完成

后，在我公司开展房地产业务

的地区，如中房集团或中房集

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机

可从事、参与从事可能对我公

司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中

房集团保证将该等商业机会通

知我公司，我公司在通知指定

的合理期间内作出愿意利用该

等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我

公司将享有取得该商业机会的

优先权；如果我公司放弃该商

业机会，中房集团保证在该房

地产项目进入实质销售或经营

阶段时，将该等房地产项目转

让或委托给中房集团不具有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中房集团仍

享有收益权。 

2008 年 05 月

19 日 
持续履行 

2015 年 7 月，地产集团

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

取得中房集团持有的中

住地产 100%股权，成为

我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公司就中房集团承诺事

项向地产集团进行了问

询，地产集团回函表示：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要求，对于中房集团尚未

履行完毕且适用于中交

房地产的承诺，地产集团

承诺予以承接并继续履

行相关义务。地产集团曾

于 2016 年 2 月筹划与我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并拟在此次重大资产

重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

况提出有效可行的同业

竞争问题解决方案，后由

于重组方案存在重大不

确定事项，我公司于 2016

年 6 月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为尽量减少和避

免同业竞争情况,2017 年

4 月，地产集团与我公司

于签订《托管协议》，将

中交置业有限公司的经

营管理权委托给我公司

行使。2017 年 12 月，中

交置业与我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华通置

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

让给我公司。对于中交房

地产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与我公司业务的同业竞

争事项，地产集团将继续

按照实际情况和证券监

管部门的要求，逐步规范

和解决。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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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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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问询主营业务进展情况。提供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相关资料。 

2018 年 07 月 13 日 书面问询 个人 问询公司关于混改的情况。提供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相关资料。 

2018 年 07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问询业绩预告情况。提供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相关资料。 

2018 年 09 月 11 日 书面问询 个人 问询公司人事变动情况。提供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相关资料。 

2018 年 09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问询定向增发进展情况。提供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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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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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