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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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邵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敏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陆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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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471,609.18 484,643,879.75 2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01,333.31 35,512,526.99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023,969.03 27,264,632.13 2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922,898.58 -16,752,306.49 75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1.1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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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6,439,812.42 11,957,286,791.45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71,456,917.15 3,431,580,687.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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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6,410.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65,380.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4,978.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0,568.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194.81  

合计 2,677,36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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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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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3% 1,089,628,662 277,334,325 质押 671,1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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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10,000,000 

陈泽钦 境内自然人 0.48% 10,74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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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宏伟 境内自然人 0.22% 5,011,16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0.21% 4,674,100    

蒋伟行 境内自然人 0.20% 4,608,000    

李奕鸿 境内自然人 0.14% 3,179,400    

施吉娣 境内自然人 0.11% 2,550,030  冻结 2,35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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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12,294,337 人民币普通股 812,294,337 

邵建聪 114,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10,000 

邵建明 33,0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72,500 

陈泽钦 10,749,743 人民币普通股 10,749,743 

罗胜豪 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00,000 

车宏伟 5,011,160 人民币普通股 5,011,160 

林平 4,67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4,100 

蒋伟行 4,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8,000 

李奕鸿 3,1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9,400 

施吉娣 2,550,03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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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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股东邵建聪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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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变动金额 
与上期相比增减

变动 
原   因 

预收款项       -15,053,226.85  -30.84% 

报告期内预收账款减少原因是房产企业预收房款结

转收入及子公司保理公司预收利息款结转收入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00,293.25  -30.02% 
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减少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广东

商联和衡誉小额贷发放2017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48,223,565.50  -44.42%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

所致。 

应付利息        15,955,658.77  53.52% 
报告期内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公司债和理

财直接融资工具利息尚未到兑付期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760,604.09  235.75%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房产企业缴纳

土增税及土地使用税及新合并东缙和骏盈置业房产

税和土地增值税所致。 

财务费用        10,773,487.20  32.88%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增加是本期公司6亿公司债所计

提的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2,989.14  -240.94%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少部分已

售房子因纠纷而后法院调解退回，因此冲回应收账

款以及所计提坏账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415,443.61  -419.50% 

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损益减少原因是本期公司处置二

手资产较多所致。 

其他收益         3,565,380.13  — 

根据新会计准则，把与经营密切相关的政府补贴项

目列入其他收入，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且规定采

取未来适用法，不需要调整以前年度的口径。 

营业外收入       -10,229,156.68  -96.38% 
报告期内房产企业工程补贴本季度尚未收到，同时

财政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67,787.34  282.71%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子公司流行前线支

付因与商户的纠纷产生的赔偿款和房产企业捐赠支

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700,939.39  86.42%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房产企业计提一季

度所得税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64,579,254.35  31.49% 

报告期内增加一是合并范围变更，二是地产板块收

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359,347.95  62.30% 
报告期内增加的是子公司销售状况提升因此支付的

相关税费明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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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00,000.00  — 

报告期内是商联商务收回参股公司清远商联商务投

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273,858.74  548.99% 报告期内增加主要是收到河源农商行分红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503,236.11  — 
报告期内是子公司处置车辆等资产形成收回的现金

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32,780,000.00  — 报告期内是收回售让红太阳部分股权尾款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80,800,000.00  165.07% 

报告期内增加是子公司广东商联赎回理财产品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85,776,235.30  104.52% 
报告期内增加主要是公司扩大建设投入的规模，支

付工程款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1,5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主要是上年设立子公司及收购子公司在支

付股权款到实现控制中间的时点在报表日后，本期

不存在此项目。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99,400,000.00  1988.00% 
报告期内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了骏盈置业和商

联商务的股权尾款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14,780,000.00  -43.23% 

报告期内减少主要是上期支付投资性质的骏盈项目

诚意金而本期没有此项目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13,550,000.00  — 

报告期内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本期是少数股东对

孙公司广州商联增资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1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减少是因为上年收到筹资性往来款而本年

没有此项目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330,800,000.00  -51.25% 

报告期内减少的是本期公司需偿还的贷款额比上年

同期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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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6日，公司成立广州海印小栈新零售有限公司。现已完成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邵建明；经营范围：零售业。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公司于2018年2月7日注销了广州海印地上铁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上事项在公司总裁权限范围内。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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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四季度，海印转债因转股减少 10,400 元，

转股数量为 1,980 股。截止 2017 年 12 月 29 日剩

余可转债余额为 1,110,931,900 元。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 号                                                                

公告名称：2017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公告 

公司为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积

极拓宽资金渠道、优化财务结构，向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授信，

期限为 1 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调整债务结

构。该项授信由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第五、六层物业

提供抵押担保。向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

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 1 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该项授信由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 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2016 年度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 亿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与监事会审议批准

后具体使用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 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 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 号                                                                

公告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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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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广州海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海印集团承诺自首次登记日起三年内，若海

印集团出售湖南红太阳公司的部分或全部

股权的，当出售价格高于本收购价格（100%

全部股权对应价格 46,703.61 万元，部分股

权价格则按照相应股权比例*本次收购总价

进行计算）时，差额部分扣除相关税费后由

海印集团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当出售价

格低于或等于本次收购价格时，海印集团无

需向公司支付任何补偿。 

2017 年 12 月 21 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正在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广州海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承

诺 

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及其所控

制的企业不再从事高岭土、炭黑、商业物业、

专业市场等构成或可能构成与上市公司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未来所有的高岭土、

炭黑、商业物业、专业市场等项目机会均由

海印股份进行。 

2008 年 11 月 12 日 长期 

1、2013 年 5 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印集团进

行资产置换，置入广州总统大酒店有限公司，

置出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置换完成后，公

司完全剥离炭黑业务，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

邵建明等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炭黑业务

和未来所有的炭黑项目机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

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2、2014 年 12 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印集团进

行关联交易，将北海高岭出售给海印集团。交

易完成后，公司完全剥离高岭土业务，海印集

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

再从事高岭土业务和未来所有的高岭土项目机

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的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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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及其所控

制的企业不再从事商业物业、专业市场等构成

或可能构成与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未来所有的商业物业、专业市场等项目机

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的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鉴于海印广场及电器总汇部分物业存在权

益瑕疵，海印广场中租赁物业总面积

23,366.79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业面

积为 9,883.02 平方米，电器总汇租赁物业总

面积 17,398.75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

业面积为 10,497.64 平方米。海印集团承诺：

若权益瑕疵物业在未到期前因被拆迁等原

因导致无法经营时，海印集团将向海印股份

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补偿金额按房屋租

赁合同剩余年限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对应的

未实现的净现金流量及相应的贴现率确定

（权属瑕疵物业对应的净现金流量按其面

积占标的企业总面积的比例估算）。当前述

租赁合同终止行为发生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时，如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应

的各年度未实现的净现金流与收益现值法

评估报告中对于的净利润有差异，则按孰高

原则采用相关数据计算补偿金额。 

2008 年 11 月 12 日 至 2018年 12 月 31日 

1、对电器总汇权益瑕疵的物业补偿承诺已履行

完毕。①资产重组前，电器总汇（包括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分别与广州二运集团有限公

司等 9 家公司签订了 11 份租赁合同，租赁期截

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②目前，上述 11 份合同

均已到期，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权益瑕疵

的物业因拆迁等原因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2、对海印广场（租赁期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权益瑕疵的物业补偿承诺还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鉴于潮楼、流行前线、海印广场、东川名店、

布艺总汇、电器总汇、少年坊等 7 家公司的

物业租赁来自与海印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

其物业存在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的风

险，海印集团为此出具了《关于本次出售标

的企业的物业出租方违约的承诺函》，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若出现标的企业

2008 年 11 月 12 日 至 2026年 12 月 31日 

1、对流行前线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流行前线租赁期截止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

收回物业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2、对电器总汇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电器总汇租赁期截止 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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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业业主提前收回物业的情形，海印集团

拟在《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后三个月内向海

印股份补偿现金，补偿金额按房屋租赁合同

剩余年限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对应的未实现

的净现金流量及相应的贴现率确定，当前述

租赁合同终止行为发生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时，如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应

的各年度未实现的净现金流与收益现值法

评估报告中对应的净利润有差异，则按孰高

原则采用相关数据计算补偿金额。 

31 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

收回物业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3、对布艺总汇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布艺总汇租赁期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

收回物业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4、对东川名店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东川名店租赁期截止 2015 年 11 月

28 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

收回物业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5、对潮楼（租赁期截止 2020 年 05 月 31 日）、

海印广场（租赁期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少年坊（租赁期截止 2026 年 12 月 31 日）的物

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还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2008 年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实施后，布料总

汇将继续向海印集团租赁物业，由此产生新

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问题。布料总汇拟与海印

集团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约定至 2014 年 6

月 1 日前租金维持现有水平不变，即每年约

为 313.8 万元，相当于每平米月租金约 36

元，远低于同等市场水平。 

2008 年 11 月 12 日 长期 

1、2014 年 6 月 1 日前租金维持现有水平的承

诺已经履行完毕。 

2、2014 年 6 月 1 日后，继续向布料总汇提供

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优惠租金的承诺正在严格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无 

股权激励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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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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可转债转股问题 

2018 年 01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湖南红太阳剥离进展情况 

2018 年 02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韶关项目经营情况 

2018 年 02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收购骏盈物流园事宜 

2018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海印金控经营情况 

2018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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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建明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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