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Ａ                              公告编号：2019-39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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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段先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文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叶肖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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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394,905,587.45 294,167,136,809.80 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332,462,860.32 59,123,312,515.26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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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6,947,246.69 24.15% 29,861,051,406.78 2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7,748,191.73 3.62% 5,997,413,788.00 1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05,755,887.89    -23.65%  4,962,834,949.92  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699,331,484.76 8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86 3.63% 0.7311 17.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86 3.63% 0.7311 17.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0.51% 9.86% 0.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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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766,16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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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79,047.68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11,832,157.04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18,059.25 -- 

合计  1,623,759,314.68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4,956,393.62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4,224,082.98  -- 

合计  1,034,578,83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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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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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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01% 3,855,685,442 1,138,152,352 -- --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4% 618,062,871 -- -- --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078 -- --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1% 255,000,750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245,302,846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8% 170,730,690 -- -- --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17,474,302 -- 质押 117,400,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1.25% 102,529,513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56% 46,001,00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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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2,717,533,090 人民币普通股 2,717,533,09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 618,062,871 人民币普通股 618,062,871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265,864,078 人民币普通股 265,864,078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55,000,75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00,75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5,302,846 人民币普通股 245,302,8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730,690 人民币普通股 170,730,69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117,474,302 人民币普通股 117,474,30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02,529,513 人民币普通股 102,529,51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116,4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16,4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6,001,004 人民币普通股 46,001,0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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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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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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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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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货币资金比年初增加 50.88%，主要是为后续投资预留资金所致； 

（二）预付款项比年初减少 37.60%，主要是预付地价款转存货所致； 

（三）存货比年初增加 29.42%，主要是新增土地储备及项目建设开发投入所致； 

（四）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 25.05%，主要是预缴及留底税费增加所致； 

（五）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增加 52.89%，主要是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六）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 58.05%，主要是在建项目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七）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 41.90%，主要是对参股公司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八）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98.83%，主要是新项目的拓展及开发增加借款所致； 

（九）预收款项比年初增加 56.45%，主要是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十）合同负债比年初增加 168.54%，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的项目公司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十一）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 59.86%，主要是缴纳应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十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 92.78%，主要是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十三）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47.91%，主要是新项目的拓展及开发增加借款所致； 

（十四）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437.37%，主要是处置项目公司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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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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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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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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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79 

招商 

蛇口 
1,5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102,754,236.70 -- -293,008,475.22 -- -- -- 1,206,991,524.78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780 

同程 

艺龙 
1,176,470,588.00 

公允价

值计量 
1,161,835,504.71 -- -24,426,176.87 -- -- -- 1,152,044,411.13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资

金和银

行借款 

合计 2,676,470,588.00 -- 2,264,589,741.41 0.00 -317,434,652.09 0.00 0.00 0.00 2,359,035,935.9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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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投资额、业态及未来发展前景介绍；会展湾南岸物业类型、

价格及销售情况等 

7 月 25 日 反路演 机构 
公司战略情况；土地储备情况；文旅项目运营及未来规划介绍；项目跟投情

况介绍；加快周转举措；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情况等 

9 月 4 日 反路演 机构 融资渠道及成本；未来分红政策；主题公园开业计划；股权转让情况介绍等 

9 月 24 日 反路演 机构 

上半年销售、回款情况及区域分布；深圳楼盘销售情况；融资渠道及成本；

文旅项目运营及未来规划；地产团队激励机制；未来分红政策；公司资产负

债率、现金流情况等 

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圳会展中心物业类型、销售均价及将来场馆运营情况介绍等 

9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第二季度地产整体销售及新天鹅堡三期去化情况；文旅及地产毛利率情

况；加快周转的举措；公司激励机制情况；近期高管减持情况介绍；公司核

心竞争力介绍；股权转让情况介绍等 

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通过参加机构策略会与会场投资者交流、反路演、接待个人股东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与市场沟

通交流，从公司经营情况、发展战略、激励措施、未来文旅及地产业务规划布局等多层次、多角度向市场展现公司实际经营

状况。第三季度，公司接待投资者 6 批次，机构数量 27 家，合计 47 人次；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和投资者交流问题 38 个。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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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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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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区域 类别 权益比例 是否并表 
 待开发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待开发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权益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是否 2019年

新增项目 

1 济南章丘绣源河项目二期  济南市 综合 100% 是  28.26   61.81   61.81  是 

2 郑州华侨城中原项目二期  郑州市 商业 100% 是  2.01   8.02   8.02  是 

3 无锡经开区项目  无锡市 住宅 51% 是  14.39   22.30   11.37  是 

4 无锡梁锡区锡钢浜项目  无锡市 综合 49% 否  3.51   4.22   2.07  是 

5 南京江北新区丰字河项目  南京市 综合 40% 是  10.44   34.55   13.82  是 

6 南京栖霞区燕子矶新城项目  南京市 综合 51% 是  7.38   21.27   10.85  是 

7 宁波海曙区五江口项目  宁波市 综合 17% 是  15.78   35.81   6.21  是 

8 宁波奉化阳光海岸项目二期  宁波市 住宅 100% 是  8.15   9.99   9.99  是 

9 西安沣东华侨城项目一期第一批次  西安市 综合 33% 是  63.16   93.14   30.88  是 

10 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项目  自贡市 住宅 51% 是  36.74   55.67   28.39  是 

11 武汉青山红坊项目  武汉市 综合 100% 是  6.58   28.50   28.50  是 

12 南昌象湖商业项目  南昌市 商业 100% 是  5.88   7.00   7.00  是 

13 深汕华侨城启动区项目  
深汕合 

作区 
住宅 100% 是  13.54   13.94   13.94  是 

14 潮洲意溪镇石牌区项目  潮州市 住宅 51% 是  14.64   51.23   26.13  是 

15 茂名歌美海东岸项目  茂名市 综合 100% 是  22.23   55.13   55.1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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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增城白水寨背阴项目  广州市 其他 89% 是  13.00   15.60   13.86  是 

17 东莞虎门镇赤岗社区项目  广州市 综合 100% 是  1.96   3.92   3.92  是 

18 东莞寮步镇塘村项目  广州市 综合 100% 是  2.90   6.39   6.39  是 

19 增城区石滩镇郑田村项目  广州市 住宅 100% 是  10.63   31.90   31.90  是 

20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黄岐项目  佛山市 综合 100% 是  3.15   7.87   7.87  是 

21 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项目  东莞市 综合 100% 是  3.52   10.56   10.56  是 

22 广东江门鹤山古劳水乡项目一期  江门市 住宅 100% 是  10.69   11.15   11.15  是 

23 深圳坪山正三甲项目三期城市更新项目  深圳市 综合 55% 是  4.40   22.81   12.54  是 

24 增城区荔城街萝岗村地块  广州市 综合 100% 是  3.16   9.47   9.47  是 

25 潮州工艺美术文化科技产业园-产业地块  潮州市 工业 51% 是  15.88   63.53   32.40  是 

26 深圳坪山坪环城市综合体项目  深圳市 商业 100% 是  2.46   19.69   19.69  是 

27 潮州工艺美术文化科技产业园-住宅地块  潮州市 住宅 49% 否  9.54   33.39   16.36  是 

28 龙岗低碳文化会议中心项目  深圳市 商业 50% 否  3.92   26.73   13.36  是 

29 合肥巢湖半岛温泉小镇项目  合肥市 综合 51% 是  41.45   33.94   17.31  是 

合计  379.36   799.53   52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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