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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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吴邲光 个人原因 李志辉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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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40,998,147.38 元，2018 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31,296,736.49 元，2018 年末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为 290,298,589.11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为负的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公司进一步的发展需求，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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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松江 600225 *ST松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詹鹏飞 王旭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

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建1号楼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

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

路天湾园公建1号楼 

电话 022-58915818 022-58915818 

电子信箱 songjiangzqb@sina.com songjiangzqb@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类型包括房地产业务、信息服务业务。公司房地产业务

以自主开发及销售为主，主要分为住宅开发和商业地产。2018 年公司房地产开发的业务范围主要

集中在天津、广西，其中天津占较大比重。信息服务业务方面，主要利用虚拟化等云计算技术，

为客户提供软件、云计算、系统集成、IDC 建设与托管、IT 产品分销五大“一站式”IT 服务。 

经营模式： 

（1）公司房地产开发方面分为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各类住

宅产品，包括高层住宅、多层洋房与别墅等。商业地产开发主要是以商铺、写字楼、公寓的开发

和运营管理为主。 

（2）信息服务业务方面，主要依靠提供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和 IT 产品分销与增值

服务，通过收取相关项目的咨询设计费用、软硬件销售费用、安装实施服务费用、技术支持服务

费用等方式进行盈利，以此实现长期稳定收入。同时围绕云计算和 IDC 建设与托管服务进行产业

布局，形成依托数据中心资源，结合云计算技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

件开发、运维管理等定制化服务。 

行业情况说明：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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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3,923,080,634.76 14,820,874,130.08 -6.06 15,213,571,270.04 

营业收入 3,193,158,888.73 1,475,784,468.85 116.37 1,987,349,00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6,940,583.92 199,778,775.23 -293.68 -455,000,20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7,134,051.62 -717,284,036.98 -46.03 -502,877,44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37,048,022.55 1,624,795,070.22 -23.86 1,429,686,66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7,990,637.48 -684,537,939.48 不适用 503,587,76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21 不适用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21 不适用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03 14.00 减少41.03个

百分点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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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8,955.45 759,980,922.23 1,376,320,593.94 981,428,4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123,787.80 -27,314,213.85 -75,798,276.47 -123,704,30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6,929,584.96 -25,346,432.08 -69,408,930.21 -135,449,10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378,179.64 141,117,795.27 417,329,809.68 877,164,8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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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2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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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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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177,743,597 274,102,592 29.30 0 质押 245,572,888 国有法人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177,743,597 177,743,597 19.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沅乙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 45,290,909 4.8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夏基金－工商银行

－陕西省信托－陕国

投·盛唐 47号定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09,000 13,302,434 1.42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海波 12,503,700 12,503,700 1.3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招商财富－工商银行 -1,821,100 11,075,099 1.18 0 无 0 境内非国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有法人 

张国明 3,210,347 7,676,263 0.8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蒋安娣 7,181,547 7,181,547 0.7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祖德 2,472,300 5,342,3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融亨宝盈证

券私募投资基金 

5,148,100 5,148,100 0.5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中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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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导产业为房地产开发，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加大房地产项目营销力度，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号召，加快去库存速度，实现资金的加速周转。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在建拟建

项目 9 个，同比增加 12.5%，权益建筑面积约 78万平米，同比减少 1.26%，其中在建权益建筑面

积约 32万平米，同比减少 23.81%。 

2018 年公司实现新开工面积 6.54万平米，同比减少 50.38%。由于规划调整、房地产市场欠

佳等原因，导致全年新开工面积低于年初计划。2018年完成竣工 17.2万平米，同比增加 119.11%。

2018年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12.33万平米，同比增加 45.9%，签约销售额 11.85亿元，同比上涨 53%。

2018 年结算销售面积 20.51 万平米，同比增加 94.22%，结算销售收入 22.51 亿元，同比增加

143.62%。 

报告期内，公司在推动房地产主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智慧城市，推进系统集成、IDC、

软件开发等信息服务产业。公司通过收购卓朗科技 80%股权，进一步拓展智慧城市领域，形成房

地产和智慧城市双主业。报告期内，卓朗科技积极拓展系统集成业务，新签约集成项目合同同比

增长超 30%，签约金额超 5 亿元，新增中交集团党建管理系统、天津市“双万双服”平台、上饶



市智慧城市项目、联通总部智慧访客系统等重点项目；IDC 与软件开发业务方面，新投产数据中

心机柜 2024 个，稳定出租机柜 1320 个；“朗云视讯”、“朗云直播”、“朗云平台”、“卓朗云邮”、

“政道搜索”在内的数款软件产品上线发布。  

报告期内，卓朗科技还成功取得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甲级）”资质，新申请专

利 5 项、新增软件著作权 30 项、科技成果登记 30 项、新出版技术类书籍 3部，业务资质得到进

一步完善，为卓朗科技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机会。截至 2018年底，卓朗科技已在北京、长春、郑州、

抚州、西安都设立了子公司，在成都、上海、广州、沈阳等地也设置了办事处，并在全国设置了

3 个分销产品物流中心。2018 年，卓朗科技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11,746.55 万元。

业绩承诺方连续两年完成业绩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恒泰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运转正常。报告期

内实现融资租赁业务收入 111,573,574.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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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 年 4 月 28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并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印发并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5

号），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准则规定，公司执行新的企业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是为了执行上述会计政策规定而进行调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公司于 2018年 4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18-038号公告。 

2、2018 年 6 月 15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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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附件 1 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上述准则规定，公司执行新的企业会

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产生影响，不影响当期和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5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均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19-00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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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二级子公司 11家，三级子公司 13家，共计 24家，

详见本附注九、1。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详见附注八、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