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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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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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智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周展 

公司负责人王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庆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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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350,344.89 1,041,378.46 2,8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8,530.87 -10,281,729.03 1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40,377.55 -10,312,449.17 12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05,195.19 -16,614,881.75 -7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1.72%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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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172,923.79 2,260,739,021.19 1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7,206,673.96 614,658,143.0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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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6,807.6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93,419.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056.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017.04  

合计 108,15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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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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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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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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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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达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8% 57,680,703 0 质押 57,680,703 

紫光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79% 7,039,376 0   

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3,393,903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信

托云霞 9 期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22% 3,264,439 0   

陈冠军 境内自然人 2.17% 3,190,032 0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1.91% 2,799,800 0   

陈照军 境内自然人 0.84% 1,228,984 0   

阚晶 境内自然人 0.78% 1,143,400 0   

王家骥 境内自然人 0.73% 1,077,901 0   

陶林 境内自然人 0.71% 1,049,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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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57,680,703 人民币普通股 57,680,703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7,039,376 人民币普通股 7,039,37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93,903 人民币普通股 3,393,90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云霞 9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64,439 人民币普通股 3,264,439 

陈冠军 3,190,032 人民币普通股 3,190,032 

王秀荣 2,7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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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照军 1,228,984 人民币普通股 1,228,984 

阚晶 1,14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3,400 

王家骥 1,077,901 人民币普通股 1,077,901 

陶林 1,0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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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王秀荣通过信用帐户持有 2799800 股；陈照军通过信用帐户持有 1228984

股；阚晶通过信用帐户持有 1097700 股,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45700 股，合计持有 1,143,400

股；王家骥通过信用帐户持有 1,077,901 股；陶林通过信用帐户持有 1,0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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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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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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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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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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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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盛世达投

资有限公

司、盛毓

南、上海

宫保商务

咨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1、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在上市

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同一地区直接

和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住宅

类房地产开发业务。2、如果上市公司在

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

业务范围，而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业已

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盛世达同

意上市公司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

购权和经营权。3、对于上市公司在其现

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

业务范围，而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业目

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除非上

市公司同意不再从事该等新业务并书面

通知盛世达，否则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

业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该等新

业务。”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保证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如果未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发生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

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和办理有关

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宫保及其控制的企业保证尽可能

2008 年 09 月 03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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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果未

来上海宫保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

发生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上海宫保承

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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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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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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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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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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