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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221,464,291.03

元。以本年度净利润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22,146,429.10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净

利润为 199,317,861.93元；加 2017年 12月 31日尚未分配利润 921,848,028.13 元，本年度末实

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21,165,890.06元。本公司本年度拟以310,880,000股总股本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 46,632,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074,533,890.06

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联合 60005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庆慈 汤子俊 

办公地址 宁波开发区东海路1号联合大厦 宁波开发区东海路1号联合大厦 

电话 0574-86221609 0574-86221609 

电子信箱 dqc@nug.com.cn tangzj@nu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务、房地产业务、批发业务及

居民服务业务。分别概述如下： 

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务 

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四炉四机的生产规模，总装机容量

45MW，供热能力约 400T/h。供电区域覆盖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区域，拥有 110KV 变电所一

座及 10KV 供电干线 58 公里；供热范围覆盖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区域、青峙化工区及江南出

口加工区等周边区域，热网管线长 72 公里，热用户逾 100 家。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是采用煤炭

作为基础能源，通过锅炉、汽轮机生产电、热能，利用自有电网、热网向周边的居民和企业用户

销售电力及蒸汽，部分电力通过上网方式输送至国家电网，其水煤浆分公司主要从事水煤浆的制

造、受托加工及销售业务。 

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区域市场单一的电、热供应商，经过

多年建设和经营，已形成相对独立的供用电、热市场，区位优势明显，市场地位稳定，并且居区

域市场的相对垄断地位。报告期内，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宏观经济承压下行，区域市场

热用户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然受益于东线青峙区块用热增量的接入，该公司热销售量继续

保持稳升态势。在国家继续强化环保监管的大趋势下，顺应政策要求，抓好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和

污染物排放控制，是本业务今后工作的重点；坚持“保存量、拓增量”的经营方针，挖掘区域市

场潜力，优化自身产能布局，抓住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机遇，培育售电业务板块，是保持本业务

持续发展的关键。 

2、房地产业务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主要包括传统住宅、文化旅游地产和特色商业地产三大块。传统住宅开发

主要在宁波、温州等城市，所开发的产品包括中高层住宅、多层住宅和低密度的低层住宅等；文

化旅游地产开发主要在宁波和舟山两地，分别为以宁波梁祝文化园为依托的特色景观住宅，以及

以嵊泗天悦湾景区为依托的海滨度假村海景公寓；特色商业地产包括梁祝天地休闲广场项目和苍

南瑞和家园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梁祝天地休闲广场集聚了婚嫁产业平台、文化创意和特色酒店等

商业业态；苍南瑞和家园的商业综合体系汇集商务、商贸、商街于一体的城市集聚型休闲商务广

场。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土地竞拍或股权收购方式取得项目。在获得项目前，

对意向土地及项目进行充分详尽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评估项目的收益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对项目

进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和分析论证；评估论证通过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后，购入开发用地或



受让开发用地所在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而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或合作开发；其后，通过

招投标方式确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精心组织项目开发建设；再后，根据所开发项

目的特性，确定采用自销、代销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开发产品的销售。 

报告期内，国内房地产行业整体先热后冷，一、二线城市房价高位盘整，三、四线城市房价

基本平稳，后期去化速度有所放慢。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所开发的大部分商品房前期去

化速度较快，后期较为平稳，销售资金回笼情况总体良好。公司审时度势，合理安排建设周期，

积极优化营销模式，适时调控销售节奏，努力降低存量资产，不断巩固并提高公司房地产业务的

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作为区域性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宁波、温州苍南、舟山嵊泗等地具有多年的开发经验，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公司在宁波曾开发的天一家园、天水家园、天合家园等项目，均具

有较好的品牌影响力，是宁波本土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但目前受到外来大型龙头房地产企业的

市场挤压，包括本公司在内的本土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公司在温州苍

南开发的怡和城市家园、天和家园、瑞和家园、银和中央公园等项目，引领了苍南县城新区的房

地产发展，整体开发规模位居苍南县房地产企业前列，成为当地的行业标杆；公司在舟山嵊泗开

发的天悦湾景区，建成的天悦湾度假酒店，以及天悦湾滨海度假村 A 区（包括海景公寓及商业街，

下同），引领了嵊泗的旅游开发和旅游地产开发，是嵊泗县重点投资项目之一。 

3、批发业务 

公司的批发业务主要是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进出口贸易，且以出口为

主，其经营模式是自营并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退税、外汇、物流、信保等外贸综合服务和跨境

电商综合服务，主要产品包括服装、纺织品、鞋类、纸张等，业绩主要来自自营的买卖差价及提

供综合服务所赚取的买卖差价。 

报告期内，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显著优于预期，这既有全球经济复苏、外需持续回暖和政府稳

外贸政策显效等因素，也与中国企业为规避中美关税措施升级提前出口有关。从贸易伙伴的国际

市场布局看，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对新兴和发展中市场的贸易保持较快增长；跨境电商、市

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的新动力。总体而言，2018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保持了较快增长，贸易类型和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区域

发展更趋协调，对外贸易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利用品牌、服务和政策优势，通过

稳定老客户，并给予针对性的经营支持来稳定业务量；通过积极参加贸易展会，来拓展新市场和



新业务；通过推广出口信保业务，来减少收汇风险；在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进口业

务。 

4、居民服务业 

公司的居民服务业主要是子公司梁祝婚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婚庆典礼业务，包括婚

庆礼仪服务、摄影服务、婚车租赁服务等，其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婚礼策划、婚宴安排、婚庆用

品租售、婚车出租、婚庆摄影、婚典场景布置及礼仪服务等的整合，形成多元化、体验式的婚庆

服务平台，从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婚庆服务。报告期内，婚庆服务业务的竞争依旧激烈，

婚礼各环节的消费需求不断衍生，新人对于婚庆服务品质的个性化要求日益增多，然而，我国婚

庆服务市场的现状仍以提供婚礼各环节单一职能的服务为主，大型的婚庆产业链的平台式服务仍

未形成。公司力求通过婚庆服务核心资源的整合，以形成多元化的婚庆服务业态；力求通过搭建

“一站式”婚庆服务平台，为婚庆消费群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报告期内，子公司梁祝婚庆集团有限公司因股东宁波玉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股权由原发起

股东上海裕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受让而得）无法完成其承继的 2,800 万元的出资义务而单方面减

资，经梁祝婚庆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其将已实际出资部分全部作为

对梁祝婚庆集团有限公司的经济补偿后，豁免其应履行而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相应地，该公司

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7,200 万元，剩余股东的出资比例也随之调增。上述减

资事项已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完成股东及出资信息变更登记。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均

未发生重大变化。与上期相比，本期业绩下降的主要成因是主营业务利润减少，系子公司温州银

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房竣工交付总面积减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609,698,633.75 6,787,108,167.12 6,787,108,167.12 -2.61 8,153,399,503.99 8,153,399,503.99 

营业收入 4,039,842,660.78 7,068,770,730.61 7,068,770,730.61 -42.85 4,182,553,190.06 4,182,553,19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8,453,481.14 481,043,290.88 481,043,290.88 -48.35 148,599,549.00 148,599,54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569,664.02 117,677,018.50 117,677,018.50 -77.42 78,740,130.04 78,740,13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87,157,407.43 2,423,210,586.71 2,423,210,586.71 -1.49 1,935,479,349.53 1,935,479,34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04,160,682.58 125,701,897.77 123,074,658.14 619.29 1,108,320,679.90 1,107,393,77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1.56 1.56 -48.72 0.49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1.56 1.56 -48.72 0.48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34 22.07 22.07 减少11.73个百分点 7.80 7.8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44,000,711.04 1,404,606,270.99 935,542,400.30 955,693,27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77,735.31 46,275,356.54 31,296,022.27 168,004,36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324,378.91 25,085,660.54 27,681,625.75 -14,873,24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863,828.80 559,253,339.47 -127,419,128.45 558,190,300.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90,417,600 29.08 0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控股有限公司 
0 5,325,772 1.71 0 未知   

国有法

人 

石雯   5,191,762 1.6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1,400 4,505,380 1.45 0 未知   其他 



黄佩玲   2,238,300 0.72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裕富沪

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988,300 0.64 0 未知   其他 

阳泉市红楼商贸有限

公司 
  1,920,000 0.62 0 未知   其他 

罗瑞云   1,732,500 0.56 0 未知   其他 

王维和 0 1,709,461 0.5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林穗贤   1,568,900 0.50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控股有限公司、王维和之间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以及他们与前述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403,9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42.9%，主要系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所致。营业利润

48,563万元，较上年减少 38.1%；净利润 36,641万元，较上年减少 34.1%；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4,845万元，较上年减少 48.4%；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系商品房竣工交付

总面积减少所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执行财政部相关规定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其对 2017 年财务报表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详见本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

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6、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其对本年度

及以往各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均无影响。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

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起

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对公司本期财务数据亦

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公司本年度取得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取得方式 贡献的净利润 

温州和晟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设立 -133 

温州和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23 

注：上述子公司的设立对公司本年度的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均无重大影响。 

 

（2）公司本年度处置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处置方式 

贡献的净利润 

合计 
期初至处置

日净利润 
转让净收益 

大连薇拉宫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 -74 -517 -591 

上海卡奥莱婚庆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转让 - 554 554 

和美婚庆礼仪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转让 - 665 665 

河源宁联置业有限公司 转让 -76 11,003 10,927 

温州宁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 2,718 - 2,718 



注：① 温州宁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由其母公司温州银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温州银

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子公司。 

②上述子公司的处置对公司本年度的整体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然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产生

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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