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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7-24 号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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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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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866,43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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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印股份 股票代码 0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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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尉 陈雷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98 号海印中心 

传真 020-28828899-8222 020-28828899-8222 

电话 020-28828222 020-28828222 

电子信箱 IR000861@126.com IR000861@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定义，公司所属行业为“租赁与商务服务业”（L）中的“商

务服务业”（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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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8月发布《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规划纲要》以来，公司持续坚持“家庭生活休闲娱乐中心运营商”的发展定

位，经过近三年的转型、调整和巩固，报告期内已经形成金融、文娱、商业三个业务模块互融共生的业务格局。 

2016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993,711,536.38元，较2015年增长20.66%；公司实现归属于全体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为206,347,217.76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62,699,516.68元，较2015年度分别增长5.32%和15.47%。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从事金融、文娱和商业三大业务。 

1、金融业务 

金融业务是以海印金控为平台，以海印保理、海印小贷、海印互联网小贷、海印融资租赁、商联支付等业务为主体，以

商业和文娱领域的商户、消费者和投资者等主体作为服务对象，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为

用户提供嵌入商娱消费场景的闭环式的金融服务，业务领域包括小微金融、融资租赁、保理、支付等。报告期内，公司推出

了“海印商圈贷”、“海印工薪贷”、“海印保理”等多款金融产品。 

金融业务方面，控股子公司商联支付2016年营业收入达到8,000万元，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较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

控股子公司海印小贷2016年营业收入超过4,000万元，净利润达到2,000万元，在营业收入基本持平的情况下，通过向强化管

理实现净利润比上一年度增长超过四十个百分点。参股公司河源农商行营业收入超过3.7亿元，净利润1.2亿元，较2015年度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2、文娱业务 

文娱业务以湖南红太阳、南昌新中原、昆明兰阳等为业务主体，以“剧场演艺”、“城市演艺”为演艺形态，主要收入包括

门票、商演等。 

文娱业务方面，湖南红太阳2016年营业收入达到14,198万元，净利润3,347万元，营业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略有增长，净

利润则略有所降。下降的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接管湖南红太阳，对节目、演员进行更新换代，导致成本有所增加。 

3、商业业务（含地产）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业务包括租赁物业运营与自建地产项目的城市综合体运营。租赁物业运营方面，公司旗下拥有诸多

主题商场、专业市场与购物中心，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招商力度，优化布局，增强对消费人流的吸引，并大力开展线上

运营；以此为中心，公司侧重外延行业的切入，包括智能仓储物流、创意产业园、酒店项目以及新能源汽车与充电运营项目

等，多元化商业运营模式。 

另一方面，为继续扩大公司商业项目保有量，公司持续推进自建的商业类地产项目及相关招商工作。目前在建的地产项

目包括位于上海迪士尼商圈的上海海印•又一城，珠海海印•又一城项目，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肇庆鼎湖海印•又一城，茂

名大厦等；另外，番禺海印•又一城项目已经完成建造并进入运营阶段。 

商业业务方面（含房地产业务），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6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7亿元；与上一年度相比，营

业收入实现企稳回升，净利润则略有下降。净利润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宏观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拉升商业行业成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增加，房地产销售佣金与商业管理费用增加，提高营业成本所致。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金融行业 

2016年底，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金融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规划指出广州的金融综合实力稳

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已成为全市服务业第二大支柱产业；规划提出要发展民营金融控股集团，要加强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探

索设立民间资本与小微企业对接的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为了加快金融业务发展，公司成立了广州市第一家民营金控公司，充分发挥公司自身特点，聚焦专业市场、商圈及“供

应链”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金融需求，打造形式多样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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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娱行业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

产业逆势增长，不仅发展速度保持快速增长，而且“文化+”融入相关产业发展之中，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经济转型

升级。 

公司先后完成湖南红太阳、南昌新中原等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新的一年里，将继续深耕文娱行业，调整、巩固已经取

得的经营成果，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商业行业（含地产）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稳健，百货业出现回暖。201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3万亿元，名义同比增长10.4%。

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同比出现正增长，部分百货零售企业营收增速于2016年二、三季度出现拐点，释放出

线下商业实体回暖的信号。2017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大体趋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将不断提高，商业经营环境将重新进入持续平稳发展态势。 

国务院办公厅在电商狂欢节双11当天，印发《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肯定了实体零售在引导生产、扩大消

费、保障就业方面的地位；12月9日，万达与富力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5年合作开发25个综合体。商业地产已经从上半场

跑马圈地、广泛布局、以规模促品牌的模式进入下半场项目的优化、改造、提升能力的行业内修模式。 

公司将加快推进自有商业类地产的建设进度，加强内修，突出公司在商业运营方面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创新的能力，继续

优化商业业态，提高商业物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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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711,536.38 1,652,387,189.89 20.66% 1,918,665,59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347,217.76 195,924,245.58 5.32% 282,268,04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699,516.68 140,904,157.68 15.47% 106,622,56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117,106.75 363,352,765.60 39.57% 365,209,14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3% 6.69% 0.24% 14.2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0,173,980,554.69 7,732,416,734.84 31.58% 6,806,208,15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66,858,377.66 2,796,007,610.81 9.69% 2,929,836,2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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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35,393.11 502,182,029.72 426,122,121.34 574,071,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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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378,406.48 61,868,808.59 33,767,384.52 76,332,2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84,459.14 57,751,940.15 30,045,546.31 44,317,57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05,735.73 413,486,958.20 -151,794,156.00 282,751,6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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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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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5,52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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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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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17% 1,083,680,047 388,143,233 质押 480,000,000 

邵建明 境内自然人 5.88% 132,290,000 99,217,500   

邵建聪 境内自然人 5.10% 114,710,000    

罗胜豪 境内自然人 0.34% 7,700,000  质押 3,500,000 

平安多元策略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6,021,75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5,898,4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核

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4,902,971    

新余俊杰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4,6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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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4,531,3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3,792,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建明、

邵建佳、邵建聪，与第二大股东邵建明，第三大股东邵建聪形成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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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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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债券 海印转债 127003 2022 年 06 月 07 日 111,098.18 

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7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6 月 8 日。报告期内未到付息兑付日期，无付息

兑付情况发生。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8月5日对公司 “海印转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公司发行的“海印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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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67.08% 62.47% 4.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01% 11.54% -3.53% 

利息保障倍数 3.05 2.31 32.0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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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6年是全面构建“十三五”规划新格局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年，面对经济增长放缓、行业景气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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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低迷的宏观形势以及渠道分流持续，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公司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报告期内，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11.11亿元，为公司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1、金融方面，公司加速推进广州首家民营银行——花城银行的申报工作；作为第一大股东和主发起人发起设立花城人

寿；发起设立开展保理和融资租赁的公司；拥抱互联网+，成立互联网小贷公司。为了进一步协调统一公司金融业务，公司

成立了“海印金控”。 

（1）成立前海海印保理，丰富金融业态 

2016年4月20日，公司出资设立深圳前海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截止年末，前海海印保理营业收入近

700万元，创造利润20多万元。 

（2）发起设立海印融资租赁 

2016年6月23日，出资2亿元设立广州海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业务布局和金服业态。 

（3）发起设立海印互联网小贷，完善金融服务的功能 

2016年9月23日，公司出资1亿元申请设立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海印互联网小贷能够突破地域限制，扩大

业务范围。 

（4）发起设立花城人寿与保理公司 

2016年10月14日，公司作为主发起人申请设立花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城人寿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公司出资2

亿元，占比20%。 

发起设立花城人寿是公司继银行、保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互联网小贷等业务外在金融业务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

为公司打造全牌照的金融服务集团“海印金控”集团奠定基础。 

2017年3月17日，公司发起设立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包括商业保理业务与

供应链管理。 

（5）设立广州市第一家民营金融控股集团——“海印金控” 

2017年2月24日，公司发起设立广州海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包括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与创业投资等。 

2、文娱方面，公司完成了股权的初步整合，实现全资控股湖南红太阳演艺、南昌新中原演艺等演艺公司。为公司打造

全国性的演艺平台奠定重要基础，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全国城市演艺版图。另一方面，大胆探索“商业+文娱”融合发展模

式，重点打造“上海·海印又一城”。 

（1）收购湖南红太阳剩余25%股权，文娱业务整合走出第一步 

2016年9月28日，公司出资7,889.75万元收购湖南红太阳少数股东所持25%股权，湖南红太阳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继续收购南昌、昆明和郴州三个剧场剩余股权，初步完成文娱业务股权架构 

① 2016年9月28日，公司出资6,508.425万元收购南昌新中原演艺原股东所持49%股权，公司全资控股南昌新中原演艺。 

② 2016年9月29日，公司出资6,198.50万元收购昆明兰阳演艺原股东所持49%股权，公司全资控股昆明兰阳演艺。 

③ 2016年10月10日，公司出资5,888.575万元收购郴州新田汉文化原股东所持49%股权，公司全资控股郴州新田汉文化。 

3、商业方面，公司从传统的主题商场、商业综合体、专业批发市场等传统商业业态业务领域延伸开展诸多新兴业态业

务领域，包括智能仓储物流、创意产业园、云数据（IDC）、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运营等方面。新兴业态业务领域是传统商业

业态业务领域的有效延伸和有益补充，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相互促进。 

（1）东缙物流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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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3日，公司出资1.9亿元收购东缙置业80%的股权，取得东缙物流园的经营管理权，为公司打造“专业市场智能

仓储物流配送中心+专业市场末端配送平台模式”提供支撑，进而为公司整合广州市专业市场的“物流服务、物流载体、物流

需求、物流管理服务”等四大资源提供支持。 

（2）中华美食城项目 

2016年7月6日，公司与金科物业签订《关于“中华美食城”的租赁协议》， 租赁“中华美食城”项目所涉的所有土地及房

产，租赁期限为二十年（2016年8月1日至2036年7月31日），租赁总金额高达145,692.73万元。公司投资后，“中华美食城”

项目将以“留住记忆，回归自然，展示文化”为核心经营理念，以岭南文化的宣传窗口为发展定位，以城市新名片为发展目标。 

（3）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运营项目 

2016年8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运营项目，并制定了《新

能源汽车和充电运营项目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要利用公司丰富的商业资源和商业运营经营，通过“基地+热点”的全

产业链布局，聚焦专车、政府和物流租赁市场，打造立足广州、面向珠三角的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同日，公司与华蔚蓝公

司签订《关于合作经营广州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合同书》，双方合资成立广州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开拓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运营市场。 

2016年9月23日，海印蔚蓝与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合同书，双方共同出资1.1亿元成立运营公司和电商

公司，积极开展电动物流车运营、专批市场物流配送、电商物流配送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工作，为公司打造物流生态体系奠

定重要基础。 

（4）广州海印展贸城云数据（IDC）基地项目 

2016年9月19日，公司与广州联通签订了《海印展贸城云数据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将共同合作运营广州海印展贸城云数据基地项目，主要经营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及产业孵化等业务，

项目首期建设规模为2,000个机架的高等级数据中心，后续将以10,000个机架为目标，建设成为华南区超大规模云数据基地。 

（5）友利创意产业园项目 

2016年9月28日，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友利玩具有限公司及其原始股东徐广健、潘光宗和实际控制人李朝晖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以人民币29,000.00万元的价格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和债权债务。“友利创意产业园”作为友利玩具的主要资产未来

将继续坚持“企业孵化器”和“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突出一个“新”字，重点面向创业项目和创业企业，通过提供场

地和孵化服务在提高创业项目和创业企业“成活率”的同时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次收购有利于扩大公司在番禺地区的影响力，“友利创意产业园”与“番禺海印•又一城”、“中华美食城”和“广州海印国

际展贸城”等项目将形成有效联动，为这些项目提供产业和项目孵化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还可以在电子商务、零售、旅游、

饮食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实现更深层次资源整合。 

（6）设立番禺海印潮楼，运营合诚大厦项目 

2016年10月18日，公司设立广州番禺海印潮楼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并以其名义与业主方广州市番禺合诚实业有限公司签

订《租赁合同》，租赁合诚大厦15年。合诚大厦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地铁七号线员岗站旁。 

  （7）牵手韶关金财，打造海印粤北总部 

2016年12月29日，公司与韶关金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商业物业开发运营、新能源、

金融、文化娱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互补。本次合作是公司落实“走出广州、实现异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将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延伸的广度，为公司深入粤北市场奠定重要基础；同时，还将有助于加快公司在韶关建立“粤北总部”

的步伐。 

  （8）房地产业务 

2016年，公司高度关注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方向，以“去库存”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和销售策略引导，创新营销模式，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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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项目的招商与销售工作，加快城市综合体建设，继续向“家庭休闲娱乐中心运营商”的定位稳步推进。同时公司统筹商业

运营团队与地产团队共同研究业态规划与商业空间布局，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舒适、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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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 2016 年度主要项目开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城市 
权益比

例 

土地面积

（万㎡） 

总建筑面积

（万㎡） 

已完工建筑

面积（万㎡）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实际累计投资

额（万元） 
项目进展 

1 上海·海印又一城 上海 100% 2.95 12.5 
 

162,519.00 49,066.76 在建 

2 珠海·海印又一城 广东珠海 67% 2.99 14.2 
 

110,000.00 45,683.56 在建 

3 茂名大厦 广东茂名 100% 1.24 10 
 

57,545.00 11,427.74 在建 

4 茂名森邻四季 广东茂名 100% 23 57.62 3.35 209,000.00 62,492.18 在建在售 

5 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 广东肇庆 100% 27.72 83.17 14.18 263,000.00 95,303.09 在建在售 

6 肇庆鼎湖·海印又一城 广东肇庆 100% 11.5 12.86 4.08 83,000.00 32,806.94 在建在售 

7 海印新都荟·大旺站 广东肇庆 100% 2.88 4.14 
 

18,000.00 6,854.56 在建 

8 番禺·海印又一城 广东广州 100% 9.21 30.67 30.67 140,000.00 144,088.65 竣工在售 

总计 
   

81.49 225.16 52.28 1,043,064.00 447,7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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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公司土地储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 权益比例 待开发土地面积 

（万㎡） 

计容建筑面积 

（万㎡） 

土地用途 

1 海印新都荟·大沙站 广东肇庆 100% 2.31 2.5 商业 

 

 

 

 

表3：公司主要项目销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位置 类型 预售面积  结算面积 （㎡） 

1 茂名森邻四季 广东茂名 住宅 31,093.41 16,751.05 

2 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 广东肇庆 商业住宅 103,955.07 66,901.75 

3 肇庆鼎湖·海印又一城 广东肇庆 商业住宅 39,512.50 1,504.83 

4 番禺·海印又一城 广东广州 商业住宅 117,773.97 104,229.70 

总计    292,334.95 189,387.33 

 

 

 

表4：公司主要房屋出租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用途 权益比例 建筑面积 （㎡） 已出面积 （㎡） 出租率 

1 番禺·海印又一城 商业 100% 104,449.21 99,932.72 95.68% 

2 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 商业 100% 37,843.42 36,988.16 97.74% 

总计    142,292.63 136,920.88  

 

 

 

表5：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融资情况 

序号 融资类别 融资净额 

（万元） 

融资余额 

（万元） 

利率 期限 

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109,088.89  111,098.18 第一年0.50% 

第二年0.7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6年 

总计   109,088.89  111,0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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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建设与人才战略 

公司十分注重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通过承办广东省OMG实习生计划为广东省内25所高校超过500名学生提供实习 

岗位，与此同时，也为公司提供人才选拔的路径和源泉。“2016年广州日报年度校园人才战略最佳实践奖”是对公司过去

一年人才战略和组织建设的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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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出租及管理 840,689,649.32 840,689,649.32 471,824,801.29% 43.88% 3.68% 13.96% 

百货业 542,918,482.75 542,918,482.75 468,814,623.50% 13.65% 1.95% 2.53% 

房产 335,586,310.78 335,586,310.78 183,438,654.94% 45.34% 52.30% 76.64% 

金融板块 91,656,132.65 91,656,132.65 25,300,593.65% 72.40% 103.07% 224.58% 

文化板块 141,982,495.24 141,982,495.24 49,285,412.63%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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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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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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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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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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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孙）公司包括71家，与上年相比，新增14家公司（10家子公司，4家孙

公司）。分别为：广州东缙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海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印展贸城配送服务有限公司、上

海海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州海印美食城有限公司、广州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海印潮楼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广东海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海商丰汇国际实业有限公

司、喀什新田汉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喀什兰阳演艺管理有限公司、喀什新中原演艺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建明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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