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07                                                  公司简称：*ST 天业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

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强调事项为：天业股份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鲁证调查字[2018]7 号），因天业股份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天业股份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尚未出具最终结论。注册会计师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鉴于 2018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负，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具

备法定分红的基本条件，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ST天业 600807 济南百货、天业股

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磊 王威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主办公

楼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1577号主办公楼  

电话 0531-86171188  0531-86171188  

电子信箱 600807@vip.163.com  600807@vip.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是住宅类与商业类，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环节包括



土地获取、规划设计、建设开发、销售运营等，公司经营模式以自主开发销售为主。公司住宅地

产开发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各类商品住宅，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为盛世景苑等项目，在山东市场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公司商业地产开发业务主要经营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及运营管理，目前主要为天

业中心项目，房地产产品以出售为主。 

矿业业务主要包括黄金等贵金属的勘探开发及采选、矿石销售等，其完整的采矿、选矿及销

售流程为：采矿生产前期通过露天开采、后期的深部矿石通过地下开采方法开采出矿石；选矿生

产通过炭浆生产工艺流程、堆浸生产工艺流程生产出金锭；在生产出金锭后，委托当地铸币厂进

行加工提纯，生产出高纯度的金锭，明加尔分析国际黄金市场行情动态，把握销售时机，产出的

金锭全部销售给西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黄金公司管辖的珀斯铸币厂。 

金融业务主要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和小贷业务。博申租赁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盈利来源主

要为租赁业务收入、残值收入及租赁手续费、咨询服务费收入等。天业小贷盈利模式主要为通过

发放贷款获取利差收益，主要以保证贷款业务为主，面向信用和经济实力好的优质客户，主要服

务于济南市区内的个体工商户和商圈客户。 

（二）行业情况说明 

1、房地产业 

2018 年，在金融财政政策定向“宽松”的同时，房地产调控政策仍然“从紧”。政府工作报

告进一步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两次重要会议确定了全年房地产调

控的政策基调。百城均价各季度累计涨幅较去年同期均收窄，整体价格趋于稳定。2018 年商品房

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再创新高，但增速明显收窄：商品房销售面积 17165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增幅比上年回落 6.4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149973 亿元，增长 12.2%，增幅比上年回落

1.5 个百分点。 

2018 年，山东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年商品房销售平稳增

长，有效供给不断增加，销售价格持续上涨态势得到遏制。根据山东省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房

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面积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3454.7 万平方米，其中，济南、青岛、烟台、

潍坊、威海、临沂 6 市销售面积超过 1 千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增速低位运行，全年增长 5.0%；12

月末，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现房待售面积 2640.0 万平方米，下降 19.0%，待售面积降至 2013 年以

来最低水平。 

（1）济南市房地产情况 



2018 年，济南市在持续限购限价限贷等楼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先后出台禁止捆绑销售、明

示装修报价等明文规定，以保障刚需客群公平购房，规范市场秩序，遏制炒房动机，调控以维稳

为主。根据乐居网的数据，2018 年济南共成交商品房 1751.74 亿元、200709 套、1467.85 万平方

米；成交商品住宅 1216 亿元、76426 套、935.36 万平方米，均价 13003 元/平方米；库存量正在

逐渐增加，去化周期回调趋势明显，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济南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可售存量约 800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约为 10 个月。  

（2）烟台市房地产情况  

2018 年上半年烟台市房地产市场火热，8 月因房价过快上涨被住建部约谈，9 月烟台出台“烟

九条”，严格控制商品房预售、网签，并适当增加住宅用地供应，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根据烟台

同策的数据，2018 年烟台六区商品房成交 63524 套，比 17 年下滑 10.24%；成交总面积 653.53 万

平方米，比 2017 年下滑 8.58%。根据青岛腾策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数据，2018 年 12 月烟

台住宅库存去化周期为 9 个月。 

2、矿业 

    黄金是具有一般商品和货币双重属性的特殊产品，是重要的全球性战略资产和各国金融储备

体系的基石，在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经济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资源型产业，黄金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地质勘探技术与能力、拥有资源储量与质量、资源

开发和利用水平等多种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黄金开采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愈演愈烈，而这种竞争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跨国跨地区实施兼并重组，资源占有已成为世界黄金

业竞争的焦点。 

2018 年国际金价大幅震荡，整体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受全球地缘风险抬头，意大利大选、中

东乱局等事件影响，黄金价格先扬后抑。截至 12 月 31 日，黄金现货价格较 1 月 1 日微跌 1.57%。 

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央行 50 年来最高购金量的推动下，2018 年全球黄金需求同比增长

4%，达到 4,345.1 吨；2018 年全球黄金供应稳步上升，至 4,490.2 吨，金矿产量小幅攀升至 3,364.9

吨的新高。 

受澳元兑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2018 年澳大利亚的国内金价创下新高，金矿生产因此获得

支撑，根据澳大利亚咨询公司瑟比顿联合公司（surbiton associates）的数据显示，2018 年澳大利

亚黄金产量为 317 吨，创历史新高。 

3、金融业务 

2018 年，融资租赁业务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根据中国租赁联盟、联合租赁研发中心和天津滨



海融资租赁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8 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国

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约为 11777 家，较上年增长 21.7%；行业注册资金以 1:6.9 的平均汇率折合成

人民币计算，约合 32763 亿元，较上年底的 32331 亿元增加 432 亿元，增长 1.33%；全国融资租

赁合同余额约为 66500 亿元人民币，比 2017 年底增长 9.38%。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7,261,917,266.35 10,399,127,583.2

8 

9,815,388,299.35 -30.1

7 

9,414,574,939.98 

营

业

收

入 

1,422,148,983.54 1,910,941,269.90 1,836,778,810.56 -25.5

8 

2,098,251,453.6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5,582,980.34 -484,724,307.49 -227,455,972.32   135,372,532.1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1,361,921,927.0

5 

-834,480,805.72 -577,212,470.55   63,741,955.56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228,717,962.14 1,244,839,929.43 1,735,418,553.24 -1.30 1,915,682,852.62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1,649,893,329.26 -1,885,992,294.5

3 

-1,886,715,998.8

1 

  -1,365,090,301.8

1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04 -0.56 -0.26   0.15 

稀

释

每

股

收

0.04 -0.56 -0.26   0.15 



益

（

元

／

股

）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2.88 -30.67 -12.7   7.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60,482,822

.72 

406,197,311.

26 
283,171,800.03 472,297,04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379,529.

55 

-540,336,917.

51 

-361,119,603.9

5 
1,035,419,03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9,134,792.

11 

-639,406,264.

27 

-368,771,522.7

0 
-254,609,34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08,869.

03 

-10,462,356.7

2 
114,726,805.21 1,508,320,011.7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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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4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86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数量 



份 

状

态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0 260,540,530 29.45 76,373,587 冻

结 

260,540,53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0 9,959,802 1.13 0 无 0 国有

法人 

济南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0 8,107,822 0.92 0 无 0 国家 

李苗苗 6,756,100 6,756,100 0.7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田宇 6,712,300 6,712,300 0.7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6,155,300 6,155,300 0.70 0 无 0 国有

法人 

耿珍珠 6,145,000 6,145,000 0.6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策略投资产

品 

6,064,571 6,064,571 0.69 0 无 0 未知 

汤洋 5,619,800 5,619,800 0.6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姜峰 5,479,049 5,479,049 0.6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受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收紧、贸易摩擦加剧、英国脱欧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2018 年全

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黄金价格先扬后抑，国际金价大幅震荡，澳元贬值导致 2018 年澳大利亚的

国内金价创下新高，黄金产量创历史新高；国内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

https://www.mining120.com/quote/jin/


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稳妥应对中美经

贸摩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 

报告期内，公司在政府、高新城建等的帮扶、指导下，一方面积极与债权人协商、谈判，积

极化解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加强运营管控，确保主营业务稳健发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公司

实现扭亏为盈，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427.3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88%，其中：房地产业务销售实现收入 40,764.0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38.33%，占营业总收入 27.10%；金融业务实现收入 8,222.5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9.73%,占

营业总收入 5.47%；矿业实现收入 86,785.9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3.57%，占营业总收入 57.6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8.3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净资产 122,871.80 万元，比期初下降 1.30%。 

（一）达成全面债务和解，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在政府、高新城建等的帮扶、

指导下，积极推动与债权人的协商、谈判，全面化解债务风险。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债务和解方案的议案》，报告期内共与 37 家债

权人、47.587 亿元债务达成和解。通过积极化解债务风险，为公司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保障

了公司正常运营，同时债务和解为公司带来 12.81 亿元的债务重组收益，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加强账款催收，确保资金安全。为缓解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

力度，截至目前收回了包括天业集团占用款、北京天慧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及利息等在内的

共计 30.58 亿元，在保障应收账款安全的同时，有力的配合了公司的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三）强化内控执行，规范公司治理。对于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反映的问

题，在高新城建的帮助、指导下，公司全面查找、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查找内控执行的薄弱环

节，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 

（四）加强日常经营调度力度，确保主营业务稳定。为将债务风险的影响降至最低，对于主

营业务经营中面对的问题，不定期召开调度会，协调现有资源，满足主营业务日常经营需要，确

保主营业务平稳运行。 

（五）加强成本控制，降低明加尔运营成本。严格预算管理，各部门严格按照预算进行必要

的费用支出，采购、报销以及款项支付严格按照公司制度、要求进行；制定专门的报销流程和管

理体系，所有报销申请均需经部门经理、财务部门和负责人多重审核签字。同时明加尔公司加强

日常生产调度，通过技术共享、人员培训及管理协同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已有矿山的协同效应，并

对人员架构进行细化和完善，优化人员配置，确保所有部门职责清晰，提升部门间协作和工作效

率。 

（六）顺应政策形势，加强尾盘销售。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及政策形势，加大营销推广，

全力推动尾盘销售工作，公司确认房地产销售金额 32,582.46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①、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

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

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②、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

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对相关科目的影响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334,949,970.20 

应收账款 3,334,949,970.20 

应收利息 18,163,857.14 

其他应收款 2,550,502,252.9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532,338,395.83 

固定资产 234,016,211.82 
固定资产 234,016,211.82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5,412,816.27 
在建工程 5,412,816.27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3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15,946,087.86 

应付账款 315,916,087.86 

应付利息 367,024,648.46 

其他应付款 3,394,930,064.62 应付股利 3,728,513.31 

其他应付款 3,024,176,902.85 

管理费用 158,552,013.70 
管理费用 158,552,013.70 

研发费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前期重大差错更正的原因 

  1、天业股份 2017 年 6 月以 180,000,000.00 元转让深圳天盈实业有限公司 51%股权给吉林

省中青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作为处置子公司处理。2018 年 6 月吉林省中青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山东天禹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天业股份公司尚

未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由于该交易不符合处置子公司相关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公司 2018 年度

将深圳天盈实业有限公司重新纳入合并范围，并对 2017 年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合并层面调减

投资收益-145,968,253.75 元。 

2、天业股份 2017 年 12 月以 763,874,988.08 元转让深圳天盈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93%

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作为处置子公司处理。根据相关的

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公司将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前，采取分笔支付回购价款的方式回购深圳天

盈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回购价款为 861,685,999.27 元，2019 年 12 月 27 日支付

完毕后，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深圳天盈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

让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由于该交易不符合处置子公司相关会计

准则及有关规定，应属于质押融资行为。公司 2018 年度将深圳天盈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重

新纳入合并范围，并对 2017 年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合并层面调减投资收益 92,675,079.325 元。 

3、天业股份公司东营分公司工程结算金额与以前年度暂估工程成本差异 63,868,288.27 元未

进行及时调整，其中：2015年应分摊工程成本 10,946,594.71 元，2016年应分摊工程成本349,947.32

元，2017 年应分摊工程成本 52,571,746.24 元，公司对 2015、2016、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

调整。 

4、天业股份公司所属孙公司明加尔金源公司存货账实差异 188,925,322.81 元，其中：2014

年少转成本 69,020,593.37 元，2015 年少转成本 57,312,345.33 元，2016 年少转成本 62,592,384.11

元；另该公司 2017 年度持有待售资产未计减值准备 2,546,400.00 元，少计提折旧费 810,869.40 元，

多计提当期所得税 8,494,357.36 元，公司对相关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5、天业股份公司烟台分公司 2016 年度少记所得税费用 9,777,035.12 元，2017 年度多计提当

期所得税 2,108,091.25 元，公司对 2016、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6、天业股份公司 2017 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6,259,356.49 元，公司对 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7、天业股份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未按照资金实际占用时间计提关联方资金占用费，少

计资金占用费分别为 2,091,792.45 元、71,744,566.47 元，公司对 2016、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

溯调整。 

8、天业股份公司章丘分公司 2016 年度未确认车库销售收入 4,825,714.29 元，2017 年度未确

认车库销售收入 11,227,142.85 元，公司对 2016、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9、天业股份公司 2017 年度未调整辞退福利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少计所得税费用 482,946.85

元，公司对 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10、天业股份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少记财务费用分别为 23,199,200.44 元、22,608,000.00

元,公司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11、天业股份公司作为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对外借款给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天业集团）使用，截止 2017 年末共有借款 133,000,000.00 元未入账，少记对天业集团的其他应

收款 133,000,000.00 元，公司对 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12、天业股份公司 2017 年末对天业集团开具的商业承兑票据未入账金额为 94,000,301.00 元，

公司对 2017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对比较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

目名称 
调整前期初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调整后期初金额 

货币资金 183,877,903.52 2,951,558.89 186,829,462.41 

预付款项 6,851,310.24 1,381,497.00 8,232,807.24 

其他应收款 2,530,869,256.32 154,613,061.57 2,685,482,317.89 

存货 1,775,165,446.80 -208,112,643.94 1,567,052,802.86 

持有待售资产 10,185,600.00 -2,546,400.00 7,639,200.00 

其他流动资产 78,621,861.68 -9,640,069.29 68,981,792.3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41,749,643.58 621,568,497.17 963,318,140.75 

固定资产原价 234,103,420.63 879,302.82 234,982,723.45 

累计折旧 - 966,511.63 966,511.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9,273,563.59 -482,946.85 158,790,616.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9,341,921.42 24,093,938.19 263,435,859.6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0,496,531.57 159,449,857.29 409,946,388.86 

预收款项 841,263,890.56 -16,579,000.00 824,684,890.56 

应付职工薪酬 39,075,643.15 52,763.40 39,128,406.55 

应交税费 220,584,091.38 -2,990,641.51 217,593,449.87 

其他应付款 2,459,205,321.20 932,144,743.42 3,391,350,064.6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3,554,638.32 2,073,683.00 125,628,321.32 

其他综合收益 -48,556,303.04 3,031,081.19 -45,525,221.85 

未分配利润 -142,048,291.07 -493,609,705.00 -635,657,996.07 

少数股东权益 12,952,893.37 166,502.14 13,119,395.51 

营业总收入 2,040,246,476.91 74,896,923.73 2,115,143,400.64 

营业总成本 2,499,512,251.66 101,240,865.02 2,600,753,116.68 

税金及附加 73,407,630.03 524,162.65 73,931,792.68 

管理费用 156,877,677.85 1,674,335.85 158,552,013.70 

财务费用 657,466,764.02 22,608,102.18 680,074,866.20 

资产减值损失 210,851,641.80 8,395,354.54 219,246,996.34 

投资收益 298,403,554.59 -238,643,333.07 59,760,221.52 

利润总额 -156,107,124.73 -264,987,274.36 -421,094,399.09 

所得税费用 71,941,737.66 -10,264,581.75 61,677,155.91 

净利润 -228,048,862.39 -254,722,692.61 -482,771,555.00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共 14户，详见本附注七、 “合并范围的变更”、本附注八、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矿产投资、

矿产品开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小额贷款及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