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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0-014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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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湘印象 股票代码 0008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文智 熊星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 

传真 021-65363840 021-65363840 

电话 021-65364018 021-65364018 

电子信箱 sxgf000863@sxgf.com sxgf000863@sx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坚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稳步发展房地产业，推动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明确绿色科技地

产与文化精品IP双向赋能的发展思路。顺应国家及行业的发展要求，公司不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品升级，

深度挖掘文化内核，拓展“文化+地产”双主业的内涵与增长空间。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人才优化建设，积极推进工作机制创新，持续加强内控建设力度，努力提高资金

管理水平，不断改善和优化内部管理组织体系，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文化业务 

公司文化板块主要以观印象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为业务平台，以打造“国内高端文化旅游演艺内容创制

机构”为主航道。观印象以“讲好中国故事、展示文化魅力、助推区域发展”为愿景，致力于旅游文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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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策划、创意、制作和投资业务，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文化演出编创和版权运营机构之一。目前，观印象

的旅游文化演艺产品涵盖山水实景演出和情境体验剧两大类型，拥有“印象”“又见”“最忆”“归来”

四大演出品牌系列，目前已公演以及制作、签约项目累计达到18个。经典代表作有G20峰会文艺演出《最

忆是杭州》、中国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中国第一部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中国

第一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首个丝路文旅项目《又见敦煌》以及首个

走出国门的海上丝路文旅项目《又见马六甲》等。观印象目前的盈利模式为“演出创作”+“知识产权许

可”+“艺术团运营管理”+“股东权益分红”模式，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艺术创作、演出票务分成、内容

维护、运营管理费以及股东权益分红等。 

（二）房地产业务 

公司系国内绿色科技地产领军企业，公司房地产板块主要以绿色建筑开发运营为发展方向，成功打造

了极具影响力的“花城系列”“海尚系列”和”印象系列”等标准化产品体系。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公司不断加强投入，逐步从“绿色科技建筑技术集成商”迭代升级为“绿色智能生活服务商”。 

 

 

（海尚系列：杭州三湘海尚观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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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尚系列：燕郊三湘森林海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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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尚系列：上海三湘海尚云邸） 

 

（海尚系列：上海三湘海尚福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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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系列：上海三湘印象名邸） 

2019年，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时代下，公司加强研发和技术创

新，形成了“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室内空气净化与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AI智能

家居集控系统”和“智能梯控管理系统”五大核心技术，并已在智能家居场景中实现远程移动控制，同时

不断加强AI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利用语音人机交互技术提升用户居住体验，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创新，打

造一个融合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和艺术性等多种享受的智能环保居住空间，增强了公司绿色智能科技

核心竞争力，目前运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的崇明三湘森林海尚项目已交付使用。公司第一代AI技术的语

音控制系统已在崇明三湘海尚云邸项目和浦东三湘印象名邸项目投入使用，通过语音控制家里卷帘、窗帘、

电视、灯、空调、新风及智能家电等设备的开启关闭，大大提升了用户居家的体验感。2019年申报国家专

利3项，取得国家专利2项，累计取得国家专利总计25项，累计完成3项科研课题。2019年公司荣获中国国

际房地产与建筑科技展览会（以下简称“CIHAF”）“2019年度创新力绿色开发企业”，上海三湘海尚福

邸项目荣膺CIHAF“2019年度十大绿色项目”；公司还获得由标准排名研究院和新华社《环球》杂志环球

智库评选的“2019中国绿色地产TOP30”“2019中国房企绿色信用指数TOP50（中期）”。 

 

公司开发项目中，获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1个，国家绿色三星项目5个，国家健康三星项目1个，国家

绿色二星项目3个，上海市节能示范工程项目4个，上海市工程建设奖最高质量“白玉兰奖”项目4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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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国家绿色三星运营标识。 

事项 数量 

国家专利 25 

科研课题 3 

国家绿色建筑创新奖 1 

国家绿色三星项目 5 

国家健康三星项目 1 

国家绿色二星项目 3 

上海市节能示范工程项目 4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4 

申报国家绿色三星运营标识 多项 

为实现对绿色健康建筑的全过程管理，公司旗下拥有建筑安装、建材加工、装饰设计、物业管理等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以绿色设计为龙头，集绿色建造、绿色装饰、绿色运营等为一体的运营和管理模

式。公司注入文化产业后，注重在地产开发中植入文化元素，实现“宜居”到“雅居”的升级，有力提升

了产品溢价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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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987,581,565.54 1,633,023,636.63 21.71% 2,473,918,20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089,530.13 -455,638,553.25  265,140,59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299,089.29 -1,035,301,658.63  234,485,57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5,105,789.37 1,716,858,230.90 32.52% -2,545,673,42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3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3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7.57% 12.49% 4.1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2,827,173,311.28 13,042,057,855.36 -1.65% 13,069,907,45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49,531,458.03 5,652,643,449.94 3.48% 6,388,011,884.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05,254,004.71 157,823,026.29 163,763,151.58 360,741,38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105,595.65 2,101,098.68 -37,624,353.97 -63,492,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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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115,355.54 -6,636,647.78 -23,961,294.08 -10,218,32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120,476.27 1,135,303,702.00 443,077,959.31 387,603,651.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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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0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04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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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湘投资

控股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3% 282,901,518 0 质押 123,012,434 

黄辉 境内自然人 12.89% 176,806,302 0 质押 166,000,000 

黄卫枝 境内自然人 11.06% 151,609,659 0 质押 127,000,000 

Impression 

Creative Inc. 
境外法人 6.57% 90,103,846 90,103,846   

上海观印向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9% 56,050,000 56,050,000   

兴业全球基金

－上海银行－

兴全定增 111

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27,453,846 0   

#刘红波 境内自然人 1.80% 24,620,513 0   

钜洲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8% 24,402,329 0   

李建光 境内自然人 1.68% 23,082,506 23,081,048   

汇添富基金－

上海银行－易

昕 

其他 1.07% 14,661,7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黄辉先生，黄辉先生与黄卫枝女士系亲兄妹关系；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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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刘红波有 10,960,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安徽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维金崇盛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一期中有 9,850,000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其余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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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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文化业务 

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越来越多体现在文化和旅游消费方面，居民文化和旅游消

费持续扩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6,624亿元，同比增长7.0%；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513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12.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7%；国内游客60.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7,251亿元，分别增

长8.4%和11.7%。（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 

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业态，也是公司所处的文化细分行业——文化旅游演艺行业来看，近年

来发展平稳，未来市场空间较大。从2013到2018年，我国旅游演艺节目台数从187台增加到了306台，稳中

有升。2019年，国家文旅部委先后出台多项文旅发展扶持政策，各地继续深掘当地文旅资源，并积极投建

文旅项目，文旅投资者不断涌入，新增旅游景区、新建文旅项目、新增文旅演艺产品不在少数，文旅产业

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是我国文旅市场当前整体上又面临产品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基础配套

不够完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服务能力、安全卫生等方面都面临着较多考验。消费者需要

更高质量的精准服务，市场也在呼唤更好文旅产品，文旅演艺的发展潜力还存在很多挖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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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新签约一部作品《印象·华山传奇》。 

之前签约的《归来遵义·长征之路》《印象滇池》《印象太极》《最忆韶山冲》四部作品进入关键制

作阶段。其中，《印象太极》项目进入场馆建造和方案深化阶段；《最忆韶山冲》项目选址做了重新调整，

场馆设计及建造已经动工；《归来遵义·长征之路》项目进入深化方案汇报阶段，公司正在协调项目投资

方及当地政府，加速推进项目进度；《印象滇池》项目选址和场馆建设方案已经确定，项目进入制作策划

阶段。 

观印象已公演、已签约项目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项目状态 

收购完成前 1 印象刘三姐 广西桂林阳朔 已公演 

2 印象丽江 云南丽江 已公演 

3 印象大红袍 福建南平武夷山 已公演 

4 印象普陀 浙江舟山 已公演 

5 印象武隆 重庆武隆 已公演 

6 又见平遥 山西平遥 已公演 

7 又见五台山 山西五台山 已公演 

收购完成后 8 又见敦煌 甘肃敦煌 已公演 

9 最忆是杭州 浙江杭州 已公演（老项目改版） 

10 知音号 湖北武汉 已公演 

11 又见马六甲 马来西亚马六甲 已公演 

12 归来三峡 重庆奉节 已公演 

13 归来遵义·长征之路 贵州遵义 制作中 

14 最忆韶山冲 湖南韶山 制作中 

15 印象滇池 云南昆明 制作中 

16 印象太极 河南焦作 制作中 

17 腾冲火山 云南腾冲 已签约 

18 印象·华山传奇 陕西华阴 已签约 

公司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强强联手共同开发的芒果广场项目位于上海徐汇滨江核心地区“西岸传媒港”

内，该项目占地1.8万平方米，地上计容面积6.9万平方米。该项目以湖南电视台的文创空间“芒果盒子”

作纽带，连接商务办公等综合业态，将打造集数字媒体、科技应用、潮流艺术、沉浸式展览发布和节目录

制等多重元素的智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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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三湘印象入股美国维亚康姆中国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维康金杖。维康金杖的文旅产品包括尼

克主题乐园、主题酒店、主题商业和MTV流行音乐小镇以及动漫产业、文旅地产等多种业态。目前维康金

杖在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南京、苏州、湖州、绍兴等地洽谈项目落地。 

另外，公司参投华人文化二期（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旨在对于文娱、科技及消费等领

域布局。 

（二）房地产业务 

2019年，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积与销售额增速有所放缓，房价上涨区域明显减少，涨幅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12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71,558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0.1%；商品房销售额159,725亿元，同比增长6.5%。

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新开工有所回落。2019年1-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194亿元，比上

年增长9.9%，增速比上年加快0.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227,1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5%，比上年回

落8.7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在上海市、杭州市及环京区域开展房地产业务，报告期公司主要项目所在城

市的房地产销售情况及政策情况如下： 

上海全市2019年商品住宅供应727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5.39%，商品住宅成交752万平方米，较

上年同期上涨19.13%，成交均价为54,090元/平米，较上年同期上涨1.88%。2019年上海没有出台重磅调控

政策，8月份临港自贸新片区为了引进人才限购政策略微松绑，带动片区内住房需求增加。（数据来源：

CREIS中指数据） 

杭州市2019年新建商品住宅供应面积930.2万平方米，同比2018年增长7%；成交面积为848.7万平方米，

同比2018年下降13%。杭州2019年密集出台了各类人才政策，短期看有助于提升市场购买需求，长期看提

高城市综合实力，同时为楼市的长期需求筑底。（数据来源： CREIS中指数据） 

2019年，环京区域（燕郊、香河、固安）三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18,622套，同比增长131%。燕郊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19,337元/平米，同比上涨20.6%；香河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9,916元/平米，同比

增长6.1%；固安住宅销售均价为12,651元/平米，同比增长13.3%。（数据来源：我爱我家研究院） 

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土地储备。随着现有项目的逐步推进，未来将根据市场形势，在深耕上海房地

产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开发建设，公司将择机在以上区域新

增土地储备。 

累计土地储备情况 

项目/区域名称 总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剩余可开发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三湘森林海尚城（河北燕郊）

16-19地块 

26.22 85.32 85.32 

总计 26.22 85.32 85.32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主要项目开发情况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所在位

置 

项目业

态 

股权 

比例 

开工时间 开发 

进度 

完工 

进度 

土地面

积（平方

米） 

规划计

容建筑

面积（平

方米） 

本期竣

工面积

（平方

米） 

累计竣

工面积

（平方

米） 

预计总投

资金额（万

元） 

累计投

资总金

额（万

元） 

上海 三湘印象

名邸 

浦东新

区 

住宅 100.00% 2016 年 05

月 

在建 土 建 基

本完成 

13,965 27,930.6 0 0 315,679.80

1 

255,477.

49 

杭州 海尚观邸 江干区 住宅 100.00% 2017 年 09

月 

在建 土 建 安

装 工 程

完 成 约

90%，精

装 修 工

程 完 成

约90% 

37,352 82,174.4 0 0 340,392 337,351.

53 

河北 三湘森林

海尚城（河

北燕郊）14

号地块 

燕郊 商办 50.49% 2019 年 03

月（注1） 

在建 地 上 主

体 结 构

施工 

48,000 119,817 0 0 90,701.94 32,219.5

5 

河北 三湘森林

海尚城15

号地块 

燕郊 住宅 50.49% 2019年4月
（注2） 

在建 基 础 及

主 体 施

工 

51,444 129,336.

87 

0 0 125,111.56 20,171.5

9 

注1：14号地块于2017年1月25日取得开工许可证。由于政府原因未全部交付土地，不能正常施工。2019年更换施工单位，

于2019年3月18日取得新的施工施可证。 

注2：15号地快于2015年12月8日取得施工许可证。由于政府原因未全部交付土地，不能正常施工。2019年更换施工单位，

于2019年4月22日取得新的施工许可证。 

 

主要项目销售情况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所在位

置 

项目业

态 

股权比

例 

计容建筑

面积 

可售面积

（平方米） 

累计预

售（销

售）面积

（平方

米） 

本期预

售（销

售）面积

（平方

米） 

本期预

售（销

售）金额

（万元） 

累计结

算面积

（平方

米） 

本期结

算面积

（平方

米） 

本期结

算金额

（万元） 

上海 上 海 三 湘

海尚城 

宝山区 住宅 100.00% 156,270.8 184,878.58 161,121.

21 

1,062.8 962.92 15.28 0.16 2,509.32 

上海 三 湘 海 尚

名邸 

嘉定区 住宅 100.00% 136,941.6 171,082.78 148,774.

54 

427.76 226 14.73 0.10 697.09 

上海 三 湘 海 尚

云邸 

崇明区 住宅 100.00% 201,809 192,503.6 73,710.0

4 

13,137.1

6 

38,249.5

8 

6.15 1.07 30,726.1

9 

上海 三 湘 海 尚

福邸 

浦 东 新

区 

住宅 100.00% 37,034 48,900.84 44,350.5

3 

14,096.2

3 

45,367.2

3 

4.40 2.99 143,587.

47 

杭州 海尚观邸 江干区 住宅 100.00% 82,174.4 119,244.29 66,561 65,342.2

5 

286,224.

53 

0 0 0 

河北 三 湘 森 林

海尚城（河

北燕郊）14

号地块 

燕郊 商办 50.49% 119,817 31,663.32
（注1） 

14,025.2 14,025.2 20,400 0 0 0 

注1：三湘森林海尚城（河北燕郊）14号地块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面积31,663.32平方米； 

 

以上表格中涉及面积指标、投资金额等的相关数据可能存在根据项目具体开发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主要项目出租情况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项目业态 股权比例 可出租面积（㎡） 累计已出租面积

（㎡） 

平均出租率 

三湘世纪花城 上海 商场+店铺 100.00% 17,408.8 17,363.12 99.74% 

三湘商业广场 上海 商场 100.00% 20,917.24 20,917.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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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财富广场 上海 店铺 100.00% 16,737.34 16,737.34 100.00% 

三湘海尚城 上海 店铺 100.00% 16,073.21 13,645.51 84.90% 

三湘海尚名邸 上海 店铺 100.00% 2,513.91 2,513.91 100.00% 

土地一级开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融资途径 

单位：万元 

融资途径 期末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平均

融资成本 

期限结构 

1年之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银行贷款 306,100.00 4.75%-9.00% 10,000.00 25,000.00 151,700.00 119,400.00 

合计 306,100.00 4.75%-9.00% 10,000.00 25,000.00 151,700.00 119,400.00 

发展战略和未来一年经营计划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继续深化“文化+地产”双主业发展战略，明确双主业协同发展路径，以优质景区为孵化地，以

自然人文资源为依托，以观印象强大 IP 为核心，以绿色科技地产为支撑构筑文旅综合新生态，持续推进“文

化+地产”双主业转型发展。 

2020 年经营计划 

（1）发挥品牌及资源优势，加速发展文化产业 

伴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文旅演艺已经成为各类景区的标配。公司明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面提升

观印象品牌生命力，突出观印象公司品牌以及所属作品”印象系列”“又见系列”“最忆系列”“归来系列”以及

“知音号”的影响力，在稳定已公演项目票房收入及维护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商业模式，突出品牌优

势，强化持续盈利能力。同时，充分利用“文化+地产”两大业务板块所形成的市场和品牌的影响力，通过

项目代管、收购或自投重资产项目等形式打造 “全天候、可持续性、高收益”的项目，发展轻重并举的双轨

运营模式推进文化产业，把我们的文旅产业未来打造成一个以票房收入为主要业务收入的产业，把三湘印

象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属性更强的企业。 

① 平稳运行已公演项目。公司将继续巩固、发展与各已公演项目方和当地政府的关系，积极参与已

公演项目方的运营管理，提高项目运营收入，获得更高的票房分成；继续保持与原核心导演团队及行业知

名导演的密切联系，在做好已公演项目的日常维护和研究分析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② 加快已签约项目制作进度。已签约项目进入制作井喷期，推进所有已签约项目尽早实现公演，尽

快收回项目尾款，并获取新的票房分成和项目维护费收入。其中，《印象太极》项目进入场馆建造和方案

深化阶段；《最忆韶山冲》项目选址做了重新调整，场馆设计及建造已经动工；《归来遵义·长征之路》项目

进入深化方案汇报阶段，公司正在协调项目投资方及当地政府，加速推进项目进度；《印象滇池》项目选

址和场馆建设方案已经确定，项目进入制作策划阶段。 

③ 加快潜质项目签约及优质景区布局。2019 年应各地政府及投资方的邀请，公司先后派出多个考察

团队赴全国 20 余地进行项目考察。2020 年将在这些项目基础上深入研判选取潜质项目进行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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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加快推进与维康金杖在长三角地区的项目落地。 

（2）深耕科技智能领域，稳步发展房地产业 

① 公司坚持以绿色建筑开发运营为发展方向，形成以绿色设计为龙头，集绿色建造、绿色装饰、绿

色运营相融合的开发运营模式。加大绿色科技地产技术研发投入，打造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相融合的

智能环保居住生态系统，以科技创新之力推动居住体验的能级提升。 

同时，注重在地产开发中植入文化元素，实现“宜居”到“雅居”的升级，提升开发项目的溢价能力，为

地产业务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② 全面推进“三湘森林海尚城（河北燕郊）”项目建设 

确保 2020 年下半年 14 号商服地块二期和 15 号住宅地块达到预售条件，实现销售； 

确保 2020年下半年 16~19号四个住宅地块全面开工建设，力争 2021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达到预售条件，

实现销售。 

③ 加快周转速度，提升公司其他存量项目的销售去化率 

确保“三湘印象名邸（上海浦东）”项目于 2020 年实现销售；“海尚观邸（浙江杭州）”和“三湘海尚云

邸（上海崇明）二期”两个项目力争实现清盘。 

④ 积极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增加土地储备，确保连续性运作。 

（3）强化内部管理，提高运营质量 

① 突出强化业绩导向，加强成本管控与绩效管理 

一是进一步强化全员成本意识，平衡好打造精品产品与降本增效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司产品竞争能力

和溢价能力；二是进一步按照“精总部、强一线”的原则调整优化组织架构和岗位设置、配置；三是将回款

工作作为年度经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加快现金回流力度，确保和促进公司生产再投入；四是改革绩效评

价体系与分配机制，通过引进发展急需高素质人才与现有人才优化相结合，提高人均绩效，激发组织活力，

提高运营效率。 

②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大企业安全护堤建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是通过全面梳理公司制度体系，完善风险

管理系统和应急管理机制，筑牢公司发展根基；二是通过加强公司资金链管理，处理好风险管控与企业发

展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基业长青的基础上通过内生式驱动、外延式拓展实现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三是通过

加强线上移动式管理等手段加强项目管控力度，确保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提升工作效率。 

向商品房承购人因银行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为客户购房按揭贷款提供的阶段性担保余额86,966.90万元。主要系为三

湘海尚福邸提供阶段性担保61,606万元，三湘海尚云邸提供阶段性担保13,409万元。 

董监高与上市公司共同投资（适用于投资主体为上市公司董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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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文化演艺 73,430,992.52 32,772,251.96 44.63% -3.30% -3.30% -10.98% 

房地产销售 1,783,536,633.91 670,966,481.67 37.62% 26.74% 37.62% -3.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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