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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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智元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勤 

公司负责人黄键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阿头、总会计师许浩荣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陈辉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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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355,551,472.70 4,971,533,176.89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19,317,213.74 2,163,923,555.71 2.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7,049,925.06 -8.95% 1,812,753,989.57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78,841.68 5.46% 55,193,806.46 2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70,156.94 -28.00% 38,175,471.57 17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69,562,183.23 -5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 0.056 2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0% 0.056 2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01% 2.5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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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571.45 主要为固定资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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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281.68 财政建设项目补助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349,761.34 

主要为向合营企业福建信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福建东南

花都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974.06 
对持股 54.17%的福建华兴漳发

创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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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按权益法核

算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及子公司

漳发碧水源理财产品产生的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7,779.5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02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4,237.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795.49  

合计 17,018,33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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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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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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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26% 260,384,587 71,556,351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94% 88,676,95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35,778,175 35,778,175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8,310,0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4% 6,393,6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3,6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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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3% 3,250,833    

林美凤 境内自然人 0.32% 3,146,920    

张亮 境内自然人 0.29% 2,852,726    

聂鹏 境内自然人 0.28% 2,77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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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188,828,236 人民币普通股 188,828,236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88,676,954 人民币普通股 88,676,954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8,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0,000 

徐开东 6,393,685 人民币普通股 6,393,6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3,6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3,250,833 人民币普通股 3,250,833 

林美凤 3,146,920 人民币普通股 3,146,920 

张亮 2,852,726 人民币普通股 2,852,726 

聂鹏 2,773,375 人民币普通股 2,773,375 

曹慧利 2,6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是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属同一国资主体控制的企

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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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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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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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经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漳龙集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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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8 年 03 月 07 日起），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种类为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增持数量为累计增持股数不低于总股本的 1%，不超过

总股本的 2%；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漳龙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漳龙集团将根据股本

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漳龙集团已增持 1,71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增持前，漳龙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

347,346,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3%；增持后，漳龙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9,061,5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0%。 

增持事项披露网址相关查询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名称 

关于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 

2018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暨权益变动提示

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2018年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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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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13,760,207.00 50,017,712.31 127.44% 
主要为本期预付电梯采购

款及预付厂家购车货款 

其他应收款 109,145,210.29 248,979,828.91 -56.16% 
主要为本期收回转让花都

置业 40%剩余股权款 

其他流动资产 178,262,354.24 131,443,708.29 35.62% 主要为预缴税费增加 

长期应收款 63,198,802.12 47,375,086.17 33.40% 
主要为本期南靖保障房项

目财审结算，应收款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102,964,569.45 --- --- 
本期房产出租，固定资产

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在建工程 158,229,401.09 83,172,342.28 90.24% 

主要为本期二水厂扩建及

泷澄工业产业化基地在建

工程增加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收款项 1,250,231,606.70   883,504,500.04  41.51% 

主要为本期预售房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5,000,910.84    31,544,037.83  -52.44% 

去年年底计提的年终绩效

在本期期初已发放 

应交税费   28,546,978.11    46,597,090.14  -38.74% 

主要为去年计提的企业所

得税在本期缴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26,791,430.81   311,712,150.75  -59.32% 

本期一年内到期的借款部

份已归还 

长期借款  229,391,000.00    79,390,800.00  188.94% 
本期增加发行直接理财融

资工具 

少数股东权益  113,270,776.41    52,988,966.03  113.76% 
本期子公司泷澄工业收到

少数股东增资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财务费用    30,442,053.38      55,025,811.56  -44.68% 
主要为本期贷款金额减

少，财务费用支出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7,770,464.21       4,696,581.31  -265.45% 
主要为本期收回往来款，

计提坏账准备转回  

投资收益      8,933,364.11      -4,044,770.18  -320.86%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资

收益 

其他收益      2,172,281.68       1,270,732.42  70.95% 主要为本期结转增加  

营业外收入      1,593,692.61      2,544,983.79  -37.38% 
主要为本期收违约金比上

期同期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5,193,806.46     17,366,878.53  217.81% 

主要为本期地产板块结转

收入增加，财务费用减少

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

资收益增加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562,183.23 375,701,157.37 -54.87% 

主要为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30,000,000.00      17,000,000.00  664.71% 

本期收回 2017 年转让花都

置业 40%剩余股权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1,251,863.01         161,057.53  6886.24%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资

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44,963,812.38      78,017,156.25  85.81% 
主要为本期在建工程投入

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711,142.00     36,000,000.00  -42.47%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购买理

财产品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65,674,954.38    114,017,156.25  45.31% 

主要为本期在建工程投入

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191,168.23      71,215,347.93  -66.03% 本期支付财务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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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8 月 2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漳州市市区第二饮用水源工程项目支付协议>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漳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签署《漳州市市区第二饮用水源工程项目支付协议》，漳州市市区第二饮用水源工程采取政府直接投资形式，由

水务集团作为项目单位组织建设本项目，本项目静态总投资约 24.62 亿元，其中前期费用约 7.54 亿元，工程建安费约 17.08

亿元，计划总工期为 36 个月。截至目前，二水源靖城大道段已开工建设，投资估算 2.6 亿元。 

2. 2018 年 8 月，公司、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福建漳发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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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组成的联合体确定为南靖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PPP 项目的中标单位。该项目共涉及南靖县 167 个小型污水处理

站点和 2 个污水处理厂（龙山污水处理厂和南靖第二污水处理厂）以及站点和污水厂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网。 

项目总投资为 67,411.45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约为 16,853 万元,社会资本方出资 95%，政府方出资 5%；合作期为 30

年（含 3 年建设期，27 年运营期）。公司出资比例为 5.9%；北京碧水源出资比例为 44.10%；漳发碧水源（公司持有 51%股

权，北京碧水源持有 49%股权）负责投资及运营，出资比例为 5%；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负责投资及施工，出资比例为

40%。 

3.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第三自来水（一

期）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在漳州市龙文区投资建设漳州市第三自来水厂，总

规模为 20 万 m3/d，一期建设规模为 10 万 m3/d，一期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40,931.81 万元。 

4.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参与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

综合整治 PPP 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漳州市区内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的投标；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投标相关事宜。公司所属联合体参与了本项目的投标，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告、关于

签署《漳州市市区第二饮用水源工程项

目支付协议》的公告、2018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8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关于投资建设漳州市第三自来

水厂（一期）工程项目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关于筹划参与漳州市区内河水

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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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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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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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子公司福建漳发碧水源

科技有限公司闲置资金 
2,000 0 0 

合计 2,000 0 0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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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01 月 18 日-2018 年 10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等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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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键鹏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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