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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公告编号：2018-79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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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汤国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怡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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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526,317,691.21 17,244,878,065.87 17,244,878,065.87 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7,281,418,704.75 7,071,975,391.16 7,071,975,391.16 2.9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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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26,962.94 -62.69% 549,179,334.95 -7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6,305,685.68 -20.27% 292,353,141.37 -2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4,535,935.63 -321.33% -375,700,849.01 -19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892,572,774.01 17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9 -20.31% 0.1142 -23.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9 -20.31% 0.1142 -2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下降0.33个百分点 4.07% 下降1.6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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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659,310.77 

本期公司城市土地开发业

务处置子公司股权产生的

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126,8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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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452,853.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615.19  

合计 668,053,99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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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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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8% 398,828,402  质押 200,609,402 

袁启强 境内自然人 8.21% 210,236,653    

苗孝祥 境内自然人 4.11% 105,127,165  质押 85,218,000 

刘琼兰 境内自然人 1.85% 47,240,000  质押 25,000,000 

刘丹 境内自然人 1.84% 47,161,700  质押 47,161,7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7% 40,101,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36,4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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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9% 22,672,897    

刘道明 境内自然人 0.66% 16,865,101 12,648,826   

王浩 境内自然人 0.64% 16,481,800  质押 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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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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98,828,402 人民币普通股 

袁启强 210,236,653 人民币普通股 

苗孝祥 105,127,165 人民币普通股 

刘琼兰 47,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丹 47,1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430,30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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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2,897 人民币普通股 

王浩 16,4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彭凯 16,085,347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9名股东刘道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除第 1 名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由其控股之外，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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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彭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821,000 股，通过国泰君安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264,347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85,347 股，位列公司第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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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变动幅度

（%） 
主要影响因素 

货币资金 325,413.16 206,575.54 57.53  
主要系本期房地产业务回款增加所

致。 

预付账款 211,474.77 52,742.65 300.96  
主要系房产开发项目及装配式建筑投

入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1,004.53 12,464.61 710.3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装配式建筑业务

生产基地建造投入增加截至期末尚未

竣工所致。 

无形资产 33,275.42 4,802.82 592.8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装配式业务发展

的需要，装配式工厂的购置土地投入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09,644.05 171,525.71 313.72  主要系收取预收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份（万元） 

2017 年 1-9 月

份（万元） 

变动幅度

（%） 
主要影响因素 

营业收入 54,917.93 218,523.56 -74.87  
主要系本期可结算规模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营业成本 47,259.72 122,181.55 -61.32  
主要系本期结算规模减少相应结算成

本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27,187.61 11,539.96 135.60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人员增加致使职

工薪酬及行政经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887.61 63.92 9,110.90  
主要系本期发生的利息支出中费用化

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5,488.27 458.87 18,530.26  
主要系本期城市土地开发业务处置子公

司股权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257.28 -120,694.10 173.95  

主要系本期房产开发项目回款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268.90 -5,315.66 -1,786.29  

主要系本期对装配式生产的投入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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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9,849.24 -101,967.95 227.34  

主要系本期融资力度加大，融资规模

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18,837.62 -227,977.71 152.13  

主要系本期房产开发项目回款增加及

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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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2018 年 7 月 9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2,559,592,3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63,989,808.31 元。 

2018 年 6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5。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标新滩美好未来新城 PPP 项目

（一期）。2018 年 8 月 1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批准，公司签订了该 PPP 项目合同。项目合作区域位于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洪湖新滩经济合作区三闸口片区，面积约 9.33 平

方公里，合作期为 20 年（包括建设期 5 年，运维期 15 年）；工

程估算总投资为 383,283 万元。 

2018 年 7 月 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6。 

2018 年 8 月 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2。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将以不超过人民币 24,000 万元（含 24,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3

元/股（含 3 元/股），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8,000 万股以上，回

购规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约 3.13%以上。回购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003,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955%，最高成交价为 2.29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2.21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1,281,807 元（不含交易

费用）。 

2018 年 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9、

2018-50、2018-51。 

2018 年 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9。 

2018 年 9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4。 

2018 年 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70。 

2018 年 10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71。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与湖北省洪湖市

人民政府签订《洪湖市双水双绿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

书》。协议书约定，公司拟在洪湖市投资建设“双水双绿”（绿

2018 年 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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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水稻、绿色水产）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从事生态种养、农

产品收购批发与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高效农业生产经营。

项目总投资暂估为人民币 80 亿元，主要用于土地流转与经营，

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产品深加工与仓储物流等。洪湖市人民

政府将于三年内协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流转稻田 100 万亩

交由公司生产经营。 

2018-57、2018-58。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市泰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

告”）于 2018 年 9 月收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传票及民事

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知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

武汉中央商务区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起诉

被告的合同纠纷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违约金 6,000 万元；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前期已支付的勘察、

设计等费用 4,186,630 元；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经法院决定，该案将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开庭审理。 

2018 年 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5。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55.2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

司武汉名流地产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目标公司 44.75%的股

权，股权受让方为厦门市英泰富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

方”）。合计拟转让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对价为 296,306.25 万

元，其中乙方为目标公司承担银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90,000 万元。 

公司收到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全款后，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

完成了目标公司 55.2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 年 9 月

29 日，公司在收到本次交易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以及协议约定

由乙方支付的相关费用后，办理了目标公司 39.75%股权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及相关费用，合计办理完成目标公司 9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8 年 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10、

2018-11。 

2018 年 3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16。 

2018 年 4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19。 

2018 年 10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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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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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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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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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9,000 9,000 0 

其他类 自有闲置资金 7,500 7,500 0 

其他类 自有闲置资金 18,000 18,000 0 

合计 34,500 3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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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

名称（或

受托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投

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述及

相关查询索

引（如有） 

长安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信托 信托型 9,000 

自有

闲置

资金 

2018

年 1月

17 日 

2021

年 1月

16 日 

债券、货

币市场

工具、证

券投资

基金等 

现金 
7.0%-

8.0% 
    是 是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70。 

北京千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管理

人 

债券型 7,500 

自有

闲置

资金 

2018

年 1月

17 日 

2021

年 1月

16 日 

债券、货

币市场

工具、证

券投资

基金等。 

现金 
7.0%-

8.0% 
    是 是 

北京泰舜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

管理

人 

债券型 18,000 

自有

闲置

资金 

2018

年 1月

4 日 

2021

年 1月

3 日 

债券、货

币市场

工具、证

券投资

基金等。 

现金 
7.0%-

8.0% 
    是 是 

合计 34,50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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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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道明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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