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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8                               证券简称：财信发展                         公告编号：2017-010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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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00,462,1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财信发展 股票代码 0008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院 8 号楼 28 层

2808 单元 
 

传真 010-58321839  

电话 010-58321838  

电子信箱 liuxiaolin@gxland.com.cn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财信发展 股票代码 0008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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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院 8 号楼 28 层

2808 单元 
 

传真 010-58321839  

电话 010-58321838  

电子信箱 liuxiaolin@gxla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经营模式为商品房开发销售。公司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重庆市。

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以住宅、商业为主，在建在售项目有国兴北岸江山、国兴海棠国际、财信城、财信中心等项目。 

    （二）2016年，房地产市场迎来自2015年中期上涨的高点，全年成交规模创历史新高，城市分化态势延续。国庆节前后，

各地政府密集出台调控政策，四季度市场走势渐趋平稳。公司在房地产行业中属于中小型企业，自有资金有限，公司总体开

发项目规模较小。 

（三）公司的现有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和重庆郊县，受2016年房地产市场整体火爆局面影响，公司主城商品房

市场整体量价虽有一定涨幅，但较其他区域市场总体比较平稳。郊县项目受人口聚集等因素影响，周边竞品较多，虽然公司

加大了营销力度，但总体而言郊县项目对未来公司利润贡献有限。 

（四）公司目前仍以商品房销售和存量商业运营为主，在重庆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和市场认知度，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716,087,294.00 667,877,093.30 156.95% 595,763,53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07,939.35 83,877,292.52 32.70% 74,550,62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024,604.32 35,760,406.67 210.47% 74,513,71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32,200.45 -53,495,193.90 15.07% -91,774,12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1 0.2041 -50.47% 0.4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1 0.2041 -50.47% 0.4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5% 11.63% -4.58% 18.3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303,197,540.26 5,220,108,177.03 1.59% 2,692,280,74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1,263,961.29 1,536,934,581.14 6.14% 439,697,248.2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3,562,134.42 768,124,955.88 211,564,578.93 532,835,62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53,536.76 80,995,629.13 -14,696,809.86 26,755,58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14,284.70 81,115,323.87 -14,082,337.45 25,777,33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444,820.43 -24,230,005.06 5,255,228.06 90,987,396.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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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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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3,8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3,82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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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财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65% 656,379,307 189,416,157 质押 593,372,966 

李逸微 境内自然人 0.36% 3,995,085 0   

翟淑萍 境内自然人 0.27% 3,000,000 0   

宋君 境内自然人 0.26% 2,850,00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黄河 9 号信托

计划 

其他 0.18% 1,960,000 0   

蔡金英 境内自然人 0.17% 1,830,500 0   

何顺鹏 境内自然人 0.13% 1,382,200 0   

徐太东 境内自然人 0.12% 1,337,700 0   

蒋金生 境内自然人 0.11% 1,235,984 0   

姚小丹 境内自然人 0.10% 1,117,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李逸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2,400 股，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92,685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95,085 股，位列公司第二大股东。 

2、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徐太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500 股，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19,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37,700 股，位列公司第八大股东。 

3、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姚小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17,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17,800 股，

位列公司第十大股东。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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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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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房地产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6年，房地产市场全年成交规模创历史新高，城市分化态势延续。国庆节前后，各地政府密集出台调控政策，四季度

市场走势渐趋平稳。从政策方面看，政策环境由松趋紧，因城施策严控市场风险。2016年国家提出因城施策去库存，但随着

热点城市房价地价快速上涨，政策分化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热点城市调控政策不断收紧，限购限贷力度及各项监管措施频

频加码，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防范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仍坚持去库存策略，从供需两端改善市场环境。同时，

中央加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区域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继续突破前行，为行业长期发展积极构建良好环境。在价格方面，

热点城市房价涨幅显著，调控收紧后价格趋稳。在成交方面，市场成交全年高位运行，成交价格明显上移。在土地方面，一

二线土地市场高热，高价地开发蕴风险。 

（一）面对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聚焦主营业务，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加大了产品销售力度，加之2016年度重庆房地产市场呈现火爆局面，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

成果。 

      1、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1,608.73万元，同比增长156.95%，实现净利润10,350.81万元，同比增长33.53%,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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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130.79万元，同比增长3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102.46万元，

同比增长210.47%。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530,319.75万元，同比增长1.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163,126.40

万元，同比增长6.14% 。公司实现销售签约额152,190.70万元，销售回款：134,264.17万元。 

（2）交房情况 

国兴北岸江山项目5-9#楼、13-14#楼均按照经营目标要求实现竣工交房；国兴海棠国际项目一期一组团2-13#楼实现竣工

交房。 

（3）工程节点进度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中所要求的所有工程节点，各项目公司均基本已完成，为项目进一

步的开发打下较好的工程基础。 

2、继续保持规范治理的良好态势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健康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18次董事会、6次监事会、6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业务、

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完全分开，具有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信息披露亦及时、准确、完整。 

3、转变思维模式、提高企业效能。 

公司树立“推动员工成长、创造客户价值、成就品质生活、践行企业责任”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二级管控架构的设立，提

高企业运行的效率和管理的效益，同步建立关键岗位的人才培养机制。 

    （二）公司现有房地产项目的情况 

     1、公司房地产项目基本情况（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序号 房地产项目名

称 

上市公司

权益 

获取 

时间 

获取方式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容积率面积 

（平方米） 

可售面积 

（平方米） 

项目状态 备注 

1 北岸江山     100% 2006年 招、拍、挂 住宅、酒店、

商业、办公 

245,035.20   1,153,527.5  902,073.51  1,038,174.75 在建 

在售 

  

2 国兴海棠国际    70% 2014年 招、拍、挂 商业/居住用地 101,536.00 245,726.68 187,739.5  48,782.96 在建 

在售 

已竣工
82,163.

18平方

米 

3 财信中心 

（商务区） 

  70% 2015年 招、拍、挂 商住用地/商业

用地 

33,374.00   商 业 用 地

23,551.7/ 商业用

地133,306.10 

  未取得规划许

可证等相关手

续，暂无可售

面积。 

  

4 财信中心 

（新天地） 

  70% 2015年 招、拍、挂 商业用地 41,605.00   19,555.00   未取得规划许

可证等相关手

续，暂无可售

面积。 

  

5 财信城     100% 2015年 股权收购 住宅、商业、

酒店 

265,193.70  770,108.30  640,900.29  766,451.78 在建   

 

    2、房地产项目销售建设情况 

序号 房地产项

目名称 

上市公司权

益 

2016年度销售开发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项目累计销售、开发情况 

签约销售面积 

（平方米） 

签约销售金额 

（万元） 

结转面积 

（平方米） 

结转金额 

（万元） 

竣工面积 

（平方米） 

签约销售面

积（平方米） 

签约销售金

额（万元） 

结转面积 

（平方米） 

结转金额 

（万元） 

竣工面积 

（平方米） 

1 北岸江山 100% 127,262.61 95,243.76 200,694.77 141,761.67 230,698.69 582,240.94 420,134.63 478,704.59 340,252.48 673835.23 

2 国兴海棠

国际 

 70% 77,521.68 41,747.81 50,404.10  29,290.32  82,163.18 128,246.95 72,821.38 50,404.10 29,290.32 82,163.18 

3 财信城 100% 40,081.14 15,199.12    40,081.14 15,199.12    

3、公司主要业务所在城市的行业发展及库存去化情况，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所在城市为重庆市，2016年重庆主城商品房市场整体量价齐升，市场处于去库存状态，同时重庆主城商品

房市场分化非常明显：住宅市场成交量持续高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商业市场较为艰难，成交主要以社区底商为主。 

未来的重庆地产市场，住宅持续看好，公司宜保持此版块的持续投资和发展；商业市场压力较大，应适度控制。 

4、2016年度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地区 权益 

比重 

获取时间 占地面积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财信.时光里 重庆市 100% 2016年9月 20,852.00 57,666.00 

2 重庆大足海棠 重庆市 70% 2016年5月24日 90,967.00   181,934.00 

3 国兴海棠国际 重庆市 70% 2016年5月24日 65,416.00 196,248.00  

4 财信城 重庆市 100% 2015年9月15日 265,193.70 640,900.29 

 合计    442,428.70 1,076,748.29 

注：本公司未涉及一级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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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情况： 

序号 地块名称 地区 权益比重 占地面积 

 （平方米） 

计容面积 

（平方米） 

1 北岸江山 重庆市 100% 29,179.03 149,073.51 

2 重庆大足海棠商业 重庆市 70% 41,605.00 19,555.00 

3 重庆大足海棠 重庆市 70% 90,967.00   181,934.00 

4 重庆大足海棠国际 重庆市 70% 65,416.00 196,248.00  

5 财信城 重庆市 100% 172,502.09 424,815.91 

 合计   399,669.12 971,626.42 

6、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房地产主要出租情况如下： 

楼栋 业态 权益比例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已出租面积 

(平方米) 

出租率 

北岸江山西区 商业 100% 19,616.80 7616.58 38.83% 

北岸江山东区 商业 100% 1100 1100 100% 

（三）本年度主要项目收入成本表 

地区 业态 项目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业务成本（元） 毛利率 

重庆 住宅、商业 北岸江山 1,417,616,747.54 1,056,242,690.96 25.49% 

重庆大足 住宅、商业 海棠国际 292,903,170.53 249,743,096.58 14.74% 

（四）公司融资情况 

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求。2016年内，公司通过向银行机构贷款、与信托

机构进行信托贷款等业务渠道取得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融资类别 融资余额（万元）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年） 

1 银行贷款 96,725 6.175-8.05% 3年 

2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61,000 8.15%%-8.61% 2-3年 

合计  157,725.00   

（五）2017年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1、公司现有项目在2017年度计划开工30万平方米。 

     2、公司计划2017年度销售额度提升20%以上。 

     3、公司将根据自身的资金条件力争获取可供开发量3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同时公司将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并努

力付诸实践。 

     4、公司以多样化的融资工具来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产业链上全周期的资金需求，同时储备公司资金池，保障资金链的

安全，并搞好融资平台建设及平台的搭建，降低融资成本。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重庆北岸江山项

目 
1,710,683,287.07 147,334,931.61 25.37% 112.65% 79.59% -9.54% 

重庆大足海棠国

际项目 
293,317,548.41 -8,133,204.98 12.63% 100.00% 45.40% 12.6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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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6,087,294.00 元，同比增长 156.95%，营业成本 1,312,132,140.85 元，同比增长 20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1,307,939.35 元，同比增长 32.70%。 

本年度公司由于北岸江山项目东区楼栋竣工较多，大足海棠国际项目首次竣工，因此可结转收入的面积增加较多，收入

增长幅度较大。营业成本增长较多主要是因为土地及利息成本等因素影响，本年度结转住宅单方成本高于2015年度住宅成本。

同时，公司结合项目所在区域的市场现状、主要竞争对手的销售情况和收取意向性客户诚意金以及与客户的意向谈判情况等，

对存在减值的商业及车位计提了减值准备3,111.00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新设子公司 

本集团本年新设子公司4家，分别为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香港财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重庆财兴房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重庆财兴建材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2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香港设立一家注册资本为美元500万元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贸易、资本证券类投资、

投资和服务。本年度香港财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已注册成立，尚未实际出资，未开展经营业务。 

2016年9月20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国兴公司出资15,000万元，投资设立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

房、物业管理、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咨询服务、房屋出租。本年度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公司已注册成立，并开展经营业

务。 

2016年11月21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财信棠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议案》和

《关于投资设立财信棠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重庆财兴房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100%，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销售管理；房地产中介；企业形象包装服务；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园林景观

设计咨询。本公司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重庆财兴建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主要经营范围为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建筑机械设备、五金、陶瓷制品、交电、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油漆、涂料、橡胶制品销售；电线电缆销售；房地产

信息咨询服务。本年度重庆财兴房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财兴建材有限公司已注册成立，本年度本公司实际出资各50

万元，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2、注销子公司 

本集团本年无注销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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