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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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柏 董事 工作原因 陈惠劼 

宋萍萍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范值清 

张豫旺 董事 工作原因 陈惠劼 

张良 董事 工作原因 徐腊平 

公司负责人陈惠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冬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严冬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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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深赛格 指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赛格集团 指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赛格实业 指 深圳市赛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赛格小贷 指 深圳市赛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南通赛格 指 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赛格地产 指 深圳市赛格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赛格物业发展 指 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赛格新城市 指 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赛格壹城 指 深圳赛格壹城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群星 指 惠州市群星房地产有限公司 

华控赛格 指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深汕龙焱 指 深汕特别合作区赛格龙焱能源科技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公司章程》 指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报告中所引用的货币金额除特别说明外 指 人民币金额 

报告期内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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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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87,480.56 391,140,155.46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097,292.93 62,622,931.80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60,088.23 27,128,268.89 -4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22,641.51 -1,165,33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07 -4.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07 -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2.4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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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8,767,304.85 7,128,009,738.20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0,074,451.41 1,867,881,216.4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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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36,051.26 减持华控赛格股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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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999.99 

南通赛格电子市场建设扶持

项目资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806,398.4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9,538.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66,747.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3,036.46  

合计 44,937,20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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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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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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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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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赛格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70% 700,628,759 450,857,239   

深圳市荣超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7,660,000 0   

刘国成 境内自然人 0.57% 7,052,702 0   

刘国洪 境内自然人 0.26% 3,234,898 0   

龚茜华 境外自然人 0.24% 2,940,000 0   

上海巨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1% 2,652,541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8% 2,271,900 0   

徐月英 境内自然人 0.14% 1,760,000 0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2% 1,500,000 0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渝信创新优

势拾贰号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0.10% 1,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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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249,771,520 人民币普通股 249,771,520 

深圳市荣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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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成 7,052,702 
境内上市外资

股 
7,052,702 

刘国洪 3,234,898 
境内上市外资

股 
3,234,898 

龚茜华 2,940,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940,000 

上海巨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52,541 人民币普通股 2,652,54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1,900 

徐月英 1,760,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760,000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渝信创新优势拾贰号集合资金

信托 

1,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赛格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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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差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货币资金 1,230,137,703.98 1,757,492,816.67 -527,355,112.69 -30.0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74,163,820.86 54,426,228.11 19,737,592.75 36.26% 

预付款项 1,542,058.75 2,701,718.53 -1,159,659.78 -42.92% 

应付职工薪酬 30,080,168.48 44,065,725.59 -13,985,557.11 -31.74% 

 应交税费 171,476,588.03 121,045,597.93 50,430,990.10 41.66% 

 其他应付款 588,676,374.70 1,021,673,905.77 -432,997,531.07 -42.38% 

1、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527,355,112.69元，减幅30.0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还赛格集团重组对价款及银行贷

款。 

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19,737,592.75元，增幅36.2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赛格物业管理按合同进

度确认了2,052.78万元物业管理费收入。 

3、预付款项：比期初减少1,159,659.78元，减幅42.9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赛格实业贸易业务收缩减少预付货款。 

4、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13,985,557.11元，减幅31.74%，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放了上年计提的部分工

资和奖金。 

5、 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50,430,990.10元，增幅41.6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赛格新城市增加房产销售土地增值

税2,100.00万元，公司出售华控赛格股票收益增加企业所得税924.66万元。 

6、 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减少432,997,531.07元，减幅42.38%，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还赛格集团重组对价款。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差额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利息收入 0.00 5,020,857.08 -5,020,857.08 -100.0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0.00 223,839.96 -223,839.96 -100.00% 

税金及附加 31,785,231.34 10,239,902.06 21,545,329.28 210.41% 

销售费用 5,180,963.20 7,610,500.75 -2,429,537.55 -31.92% 

财务费用 23,195,019.91 15,524,536.56 7,670,483.35 49.41% 

资产减值损失 0.00 3,428,150.12 -3,428,150.12 -100.00% 

营业外收入 1,059,075.24 1,567,854.35 -508,779.11 -32.45% 

营业外支出 234,536.70 4,264,049.51 -4,029,512.81 -94.50% 

     

1.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020,857.08元，减幅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已出售赛格小贷股权，报告期无此类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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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223,839.96元，减幅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已出售赛格小贷股权，报告期无此类业

务收入。 

3.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21,545,329.28元，增幅210.41%，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赛格新城市增加土地增值税

2,100.00万元。 

4.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2,429,537.55元，减幅31.9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赛格新城市较上年同期少支出销售代理

费155万元，南通赛格和惠州群星较上年同期少支出广告费67万元。 

5.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7,670,483.35元，增幅49.41%，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发行公司债券8亿而产生利息908.84

万元。 

6.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3,428,150.12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赛格小贷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由于已出售

赛格小贷股权报告期无此项减值。 

7.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08,779.11元，减幅32.4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赛格物业发展公司收到赛格广场

外墙改造外立面补助收入66.62万元，报告期无此收入。 

8.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4,029,512.81元，减幅94.5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赛格地产支付合同解除款（2017

粤0307民初6835号）。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差额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的现金 

371,052.26 4,661,395.77 -4,290,343.51 -92.04%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

的现金 

104,282,449.76 244,997,988.68 -140,715,538.92 -57.4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0.00 -16,784,988.00 16,784,988.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114,103.27 70,845,921.44 -33,731,818.17 -47.6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0.00 -3,394,971.91 3,394,971.9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4,150,185.67 32,963,785.60 -28,813,599.93 -87.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793,128,340.34 350,880,000.00 442,248,340.34 126.0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980,000.00 -980,000.00 -1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0 152,000,000.00 98,000,000.00 64.47%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75,632,579.00 281,320,347.76 94,312,231.24 33.5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所支付的现金 

8,805,931.09 12,986,315.44 -4,180,384.35 -32.19% 

  

1、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4,290,343.51元，减幅92.04%，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已转让赛

格小贷股权，未发生贷款业务。 

2、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40,715,538.92元，减幅57.44%，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南通赛格和赛

格新城市因竣工，本报告期减少支付14,132.55万元的此项支出。 

3、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6，784,988.00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已转让赛格小贷股权，未

发生贷款业务。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4、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33,731,818.17元，减幅47.6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赛格地产较上年同期少

缴纳税金2,947.87万元， 

5、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394,971.91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未发生该

项业务。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28,813,599.93元，减幅87.41%，减少的主

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深汕龙焱支付设备款，报告期内无此款项支付。 

7、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442,248,340.34元，增幅126.04%，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赛格集团重组对

价款37,562.62万元，上年同期无此类投资支付款。 

8、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80,000.00元，减幅10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取得的赛格壹城少

数股东投资款。 

9、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98,000,000.00元，增幅64.4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借款增加。 

10、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94,312,231.24元，增幅33.5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还贷款。 

11、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4,180,384.35元，减幅32.19%，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

同期赛格小贷支付利息299.66万元，报告期无此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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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控股孙公司赛格新城市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 

公司控股孙公司赛格新城市开发的赛格新城市广场项

目因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项目正常施工，因而与

585户业主发生合同违约（包括29户诉讼业主），截止本报告

期末，累计已和解417户。 

2019年4月3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年度报告》 

2019年1月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1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1月1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1月2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1月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2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2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3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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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合同违约事项的进展公告》 

2.南宁海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南宁赛格电子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16桂0102民初3653号，二审判决：南宁赛格支付南

宁海奇违约金800万元，支付南宁海奇律师费26.3万元，负

担案件受理费13.4238万元，公司已申请再审，2018年7月1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进行立案再

审。2019年3月22日，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公司的再审申请，目前本

案已执行完毕。 

2016年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收到法

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2018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3.赛格实业诉深圳市沃德沃实业有限公司、刘桂云、刘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0304民初5092号，涉

案金额839.41万元，本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赛格实业提出

的诉讼请求基本得到支持，仅滞纳金未得到全部支持，且赛

格实业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深圳市沃德沃实业有限公

司、刘宇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9年3月4日，法院决定对本案进行立案审查。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 

4.赛格实业诉深圳亿信中天科技有限公司、者韶军、赵笑雁，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 0304民初 5088号，

涉案金额1,480.57万元，本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赛格实业

提出的诉讼请求基本得到支持，仅滞纳金未得到全部支持。

2019年1月30日，亿信中天公司、者韶军、赵笑雁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高院决定对本案进行立案审

查。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 

5.赛格实业诉深圳市康网科技有限公司、肖青山、周荣华、

安化县梅山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深圳市百易得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0304民初7976号，

涉案金额515.54万元，本案一审判决赛格实业胜诉，对方不

服一审判决，已经提起上诉，现在正在二审审理中。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 

6.赛格实业诉深圳市润能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肖青山、周荣

华、安化县梅山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深圳市百易得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0304民初7977号，

涉案金额1,534.5万元，本案一审判决赛格实业胜诉，对方不

服一审判决，已经提起上诉，现在正在二审审理中。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 

7.报告期内，南通赛格运营未结诉讼案件16起，其中新增2

起，诉讼原因均为商户拖欠南通赛格运营租金及管理费，从

而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涉案标的为781.35万元，其中

12起案件已经审结，南通赛格均胜诉，剩余4起未结案件，2

起案件处于二审审理过程中，2起案件处于一审审理过程中。   

2018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8.报告期内，南通赛格共存在16起诉讼案件，其中南通赛格2018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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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告为1起案件，诉讼均为房屋装修装饰合同纠纷，涉

案标的3,450.63万元，其中审结12起，均在执行过程中，剩

余4起案件，1起处于再审审理程序中，3起案件处于二审程

序中。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9.关于控股孙公司赛格新城市与深圳市招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业务往来的后续事宜   

 

2019年2月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风

险提示公告》 

2019年3月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收到法律文书暨其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年3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的公告》 

2019年3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可能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提示公告》 

2019 年 4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控股孙公司收到解除合同通知的相关

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 年 4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

的公告》 

10.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拓

宽公司融资渠道，结合公司的财务、经营现状，2018年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8亿人民币公司债券，并为公

司债券提供抵押反担保。 

    2019年1月15日，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第一期)8亿元已

上市。 

2019 年 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年度报告》 

2019 年 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 

2019 年 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拟变更“18赛格 01”和“18赛格 02”偿还

借款对象明细的公告》 

2019 年 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变更“18赛格 01”和“18赛格 02”偿还借

款对象明细的公告》 

11.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退休离任的事项 

公司副总经理博洪锡先生因退休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

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19 年 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公司副总经理退休离任的公告》 

12.关于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事

项 

2019 年 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19 年 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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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持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13.关于停止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光伏产业基地项目暨控股

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深汕特别合作区赛格龙焱能源科技

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9 年 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停止建设深汕特别合作区光伏产业基

地项目暨控股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深

汕特别合作区赛格龙焱能源科技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提示性公告》 

14.关于全资子公司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发展有限公司 

整体出租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商业裙楼并签署租赁合同事宜 

全资子公司南通赛格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签订《租赁合同》，南通赛

格将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商业裙楼部分（面积共计57,481㎡）

整体租赁给红星美凯龙，租赁期限15年，合同总金额为人民

币24,673.10万元。 

2019 年 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全资子公司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发展有

限公司整体出租南通赛格时代广场商业

裙楼并签署租赁合同的公告》 

15.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支付赛格集团交易对价事宜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结果以及本次交易支付方

式，赛格创业汇100%股权、赛格康乐55%股权、赛格物业

发展100%股权、赛格地产79.02%股权所对应交易对价的

86.90%，合计为人民币448,152.10万元，以向赛格集团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13.10%，合计为人民币

67,562.62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2017年1月19日，赛格集团持有的重大资产重组四家标

的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017年2月25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数量为450,857,239股，并于2017年3月6日上市。 

2019年3月7日，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67,562.62万元

已全部支付完毕。 

2017 年 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2017 年 1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

成情况的公告》 

2017 年 3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公告书》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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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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

赛格集

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赛格工业大厦、赛格经济大厦和康乐工业大厦等三栋大厦更新

改造而新增的归属于赛格创业汇、赛格康乐和赛格地产的临时

经营建筑预计合计为 2,855.20 平方米。赛格集团将保证上述归

属于赛格创业汇、赛格康乐和赛格地产三家标的公司的临时建

筑在两年使用期满后进行续期。若未来因不能完成临时建筑续

期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或业绩承诺期满后至评估收益预测

期期满前收益低于预期的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满后至评估收

益预测期期满前临时建筑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拆除导致的损

失，则赛格集团将按照如下计算方式予以上市公司及时、足额

的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1、赛格集团已对标的公司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年内的业绩进行了承诺，该承

诺中已综合考虑了该更新改造事项的影响。2、业绩承诺期满后

至评估收益预测期期满前收益低于预期的补偿金额=（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预测收益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收益数）-已补偿金

额 3、业绩承诺期满后至评估收益预测期期满前临时建筑被政府

有关部门要求拆除导致的损失=拆除成本及因拆除涉及的赔偿

金额-（截至拆除时点对应的累积收益总额-预测期间内累积预测

收益数）注：预测收益数指的是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中预测的

新增临时建筑带来的收入总额扣除运营期应分摊的投资成本和

评估报告中预测的永久性停租影响金额后的净值。深赛格应在

补偿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聘请经赛格集团认可

2016 年 8 月 3 日 2024 年 4 月 20 日 

超期履行（此物业

在使用期满后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已申请延

期，材料已报相关

有权部门审批，但

未获得延期许可

证。截止目前，该

事项未出现导致

上市公司遭受损

失的情形，亦不存

在需赛格集团进

行补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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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本次补偿范围内的物业资产

相应的补偿方式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若本次补偿范围内的物业

资产涉及需要补偿事项的，则赛格集团应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深赛格应在审计机构出具最终的专项审核意见后 15 个工作日内

计算应补偿金额，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赛格集团，赛格集团应在

收到深赛格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足额以现金进行补

偿。"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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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格工业大厦等三栋大厦更新改造项目新增的物业属于临时建筑，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临时建筑管理实施办法（暂行）》规定，该临时建筑使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0 日，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可申请延期一年（截止 2019 年 4 月 20 日），除此之外，深圳市及

福田区临建规定未明确规定能够延期或可延期的期限。上述物业在使用期满后（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已申请延期，材料已报相关有权部门审批，

但未获得延期许可证。截止目前，该事项未出现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情形，亦不存在需赛格集团进行补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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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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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60077

8 

友好

集团 

90,40

5.00 

公允

价值

计量 

274,2

87.16 
 

47,78

7.86 
0.00 0.00 0.00 

322,0

75.02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006

8 

华控

赛格 

173,6

87,99

4.45 

成本

法计

量 

139,1

30,45

1.09 

 
-184.

27 
 

-7,455

,408.8

5 

-4,608

,463.3

4 

127,0

66,39

4.6 

长期

股权

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83277

0 

赛格

导航 

8,275,

321.4

3 

成本

法计

量 

13,51

5,392.

83 

  0.00 0.00 0.00 

13,51

5,392.

83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0.00    -- -- 

合计 

182,0

53,72

0.88 

-- 

181,8

32,80

2.86 

0.00 
47,60

3.59 
0.00 

-7,455

,408.8

5 

-4,608

,463.3

4 

169,8

16,53

4.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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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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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1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经营情况 

2019 年 01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赛格集团有无质

押公司股票。 

2019 年 01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会否发 2018 年业绩预告。 

2019 年 02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控股孙公司赛格新城市涉

及的诉讼情况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情况。 

2019 年 02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询问公司控股孙公司赛格新城市银

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进展及原因是否

知晓 

2019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最近股东人数 

2019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查询公司近期股东名册 

2019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深汕龙焱股权转让事宜 

2019 年 03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股东人数 

2019 年 03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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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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