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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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继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高天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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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482,561.09 2,552,099,167.62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46,881,979.14 1,324,318,781.9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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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3,834.38 -5.35% 655,425,813.87 -4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5,522.80 74.33% 19,651,637.72 4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66,101.13 -1,201.28% -24,108,638.37 -33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5,261,523.06 43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66.67% 0.0152 47.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66.67% 0.0152 47.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07% 1.47%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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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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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0,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2,591,476.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57,340.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135,767.90 
处置子公司莱茵场馆及计提北

京思博特商誉减值。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50,100.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6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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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760,27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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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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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3% 614,920,180 0 质押 569,699,998 

高靖娜 境内自然人 6.16% 79,380,000 0 质押 79,380,000 

蔡迪敏 境内自然人 0.29% 3,724,720 0   

须佳雯 境内自然人 0.29% 3,712,375 0   

邢宏图 境内自然人 0.27% 3,488,800 0   

张剑波 境内自然人 0.24% 3,028,100 0   

许华 境内自然人 0.23% 2,934,000 0   

北京首开天鸿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2% 2,776,950 0   

林仙琴 境内自然人 0.21% 2,744,866 0   

陶大宁 境内自然人 0.17% 2,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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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4,920,180 人民币普通股 614,920,180 

高靖娜 79,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380,000 

蔡迪敏 3,724,720 人民币普通股 3,724,720 

须佳雯 3,712,375 人民币普通股 3,71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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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宏图 3,4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8,800 

张剑波 3,0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8,100 

许华 2,9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000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2,776,950 人民币普通股 2,776,950 

林仙琴 2,744,866 人民币普通股 2,744,866 

陶大宁 2,2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高靖娜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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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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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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 9月 30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8,427,283.36   176,504,072.96  131,923,210.40  74.74 主要系枫潭置业销售收款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396,646.45   15,505,491.71   -5,108,845.26  -32.95 
主要系南京置业收到南京方山森林公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款

项；  

预付账款  230,657,383.30   177,577,424.05   53,079,959.25  29.89 
主要系西部体育预付盘龙租金及丽水场馆预付工程款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477,580.65   14,857,202.06   15,620,378.59  105.14 主要系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3,456,178.80   7,070,000.00   36,386,178.80  514.66 
主要系公司转让莱茵场馆应收款项按净现值计算计入该科目

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655,060,921.76   975,934,407.07  -320,873,485.31  -32.88 主要系枫潭置业销售所致；  

在建工程  285,502,384.34  126,596,790.34  158,905,594.00  125.52 主要系丽水场馆、闲林港和南京置业公司增加在建投入所致；  

无形资产   72,915,968.28   31,549,649.28   41,366,319.00  131.11 
主要系丽水场馆公司土地产权办妥，从其他非流动资产重分

类至本科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715,561.61   81,758,849.39   -36,043,287.78  -44.08 
主要系丽水场馆公司土地产权办妥，从本科目重分类至无形

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5,811,055.63   129,018,978.21   -43,207,922.58  -33.49 系公司子公司随项目进展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所致；  

预收账款   34,526,375.93   57,678,452.05   -23,152,076.12  -40.14 主要系莱茵场馆转让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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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347,949.95   4,863,600.50   -4,515,650.55  -92.85 主要系支付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4,856,581.34   30,675,803.25   24,180,778.09  78.83 主要系枫潭置业销售预提土增税所致。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55,425,813.87  1,228,208,262.26  -572,782,448.39  -46.64 主要系公司全力发展体育业务，收缩能源业务所致；  

营业成本  467,501,832.73  1,113,616,703.12  -646,114,870.39  -58.02 同营业收入； 

税金及附加   49,615,046.99   12,262,347.24   37,352,699.75  304.61 主要系枫潭置业销售预提土增税所致；  

销售费用   40,543,962.33   13,507,558.49   27,036,403.84  200.16 主要系枫潭置业预提销售佣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912,468.84   -9,483,356.20   24,395,825.04  257.25 
主要系上年同期往来款收回，冲回资产减值损失，而本期计

提北京思博特商誉减值所致；  

投资收益   29,043,191.97   -1,191,930.45   30,235,122.42  2,536.65 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莱茵场馆所致；  

其他收益   29,290,000.00   -     29,290,000.00  - 主要系按准则规定将补助类收益计入该科目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12,725.22   5,172,058.39   -1,759,333.17  -34.02 主要系债务重组利得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678,590.00   698,230.72   2,980,359.28  426.84 主要系西部体育支付捐赠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377,205.23   -2,509,594.32   28,886,799.55  1,151.05 主要系枫潭置业和嘉兴莱鸿计提所得税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208,819.24   15,726,654.55   -13,517,835.31  -85.95 主要系高胜置业公司本期确认少数股东损益所致。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86,946,457.66  1,206,542,277.44  -519,595,819.78  -43.06 同营业收入；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5,713,977.73  1,285,199,047.68  -1,159,485,069.95  -90.22 同营业收入；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4,900.77   1,016,487.75   -1,001,586.98  -98.53 主要系本期理财规模降低，理财利息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51,614,250.00   -     51,614,250.00  - 主要系本期收回转让桐庐小镇款项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00,000.00   510,090,000.00  -499,890,000.00  -98.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规模降低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283,583,241.83   14,510,157.63  269,073,084.20  1,854.38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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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00,000.00   419,590,000.00  -409,390,000.00  -97.57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规模降低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5,000,000.00   -25,000,000.00   主要系上期收购北京思博特公司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79,688,767.10   233,800,000.00  445,888,767.10  190.71 主要系本期银行融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105,794.71   1,137,006.51   37,968,788.20  3,339.36 主要系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其他资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20,500,000.00   65,610,000.00  654,890,000.00  998.16 主要系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9,446,652.88   25,614,594.68   13,832,058.20  54.00 主要系银行贷款规模较上年同期上升导致利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747,982.32   16,101,992.61   24,645,989.71  153.06 
主要系公司和南京置业公司新增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保证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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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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与无锡锡东新城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在无锡签署了

《锡东新城商务区体育综合体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拟依托莱茵体育的专业体育场馆运营能力、专业场馆规划设计管理水

平，引入众多体育品牌立足锡东，开展体育培训等体育服务，辐射无锡乃至环太湖地区，打造成为锡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一大品牌亮点。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

公司莱茵达体育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无锡市锡山区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二级子公司无锡莱茵达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建设并运营上述项目。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该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中。 

（2）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自然人缪亮先生签署《关于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将公司合法持有的场馆公司82%的股权转让给缪亮先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4,070,428.80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公司已按协议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同时，自然人缪亮先生按照协议正常履约。 

（3）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 

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两江莱茵达赛事中心项目投资协议》，在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所

管辖的两江新区龙兴片区建设投资不低于人民币48亿元，总占地约597亩的“两江莱茵达赛事中心”（项目暂定名称，最终名

称以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的名称 为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该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07 月 27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9） 

2018 年 10 月 2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4） 

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转让

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7） 

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

资协议 
2018 年 09 月 10 日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与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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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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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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莱茵达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及高继胜

先生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莱茵达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自身将不

再从事房地

产业务，未来

所有房地产

业务将全部

交由莱茵置

业（莱茵体

育）经营。自

本承诺函出

具之日起，莱

茵达控股集

团将认真履

行前述承诺

并在其作为

莱茵置业（莱

茵体育）第一

大股东期间

未来不会再

以参股、控

股、联营、合

作、合伙、承

包、租赁等方

式，直接、间

接或代表任

何人士、公司

或单位在中

国境内从事

房地产开发

及销售业务。     

2007 年 07 月

20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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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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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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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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1,020 0 0 

合计 1,02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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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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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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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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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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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