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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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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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股份）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5128

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宋

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宋

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宋

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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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

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现金分红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

公司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过去三年利润分配和回购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2018年，公司实施每10股分配0.31元，分配现金41,543,792.11元； 

2019年，公司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分配金额53,187,269.64元，且2019年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支付总金额为29,977,340.31元； 

2020年，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支付总金额为259,383,516.13元，占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3.61%。 

2018年-2020年，纳入回购股份金额，公司已实施现金分红金额合计384,091,918.19元，占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104.42%，已满足并超过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 

公司希望可以长期致力于对股东的回报，综合考虑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

各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拟制定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数扣除届

时回购专户上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76,570,025股（按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76,570,025股

进行测算）后的股份数量为基准，预计股数为1,263,552,301股，派发的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实施公

告中明确，现金分红比例为3.59%。结合公司2020年度回购支付总金额为259,383,516.13元，与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中预计派发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后，公司2020年度合计现金分红比例为77.1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1-049号公告，该方案已经公司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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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宋都股份 600077 百科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羲亮 王嘉婧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 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

宋都大厦 

电话 0571-86759621 0571-86759621 

电子信箱 600077@songdu.com 600077@songd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行业概况 

2020 年度全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仍然延续，“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仍然是主基调。 

上半年，疫情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样带来不小的挑战，不少“纾困”政策陆续出台，

多地放宽土地出让限制性规定，同时降低土地竞买保证金等出让门槛，土地款延期或分期缴纳等。

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由停滞、好转逐渐至复苏的过程。 

2020 年 8 月，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出了被业内称为“三道红线”

的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2020 年 12 月，央行、银保监联合发文推出被业内

称为的“五档分类”的资金管理政策。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序推动企业降杠杆，强化企业的风险

控制意识，控制了房企发展的速度，对房地产企业投资、资金端口都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整体来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有了一定成效，房地产投资开发和销售情况保持相对稳定的发

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1,443 亿元，同比增长 7.0%，其

中，住宅投资 104,446 亿元，增长 7.6%；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224,433 万平方米，下降 1.2%，降

幅收窄 0.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64,329 万平方米，下降 1.9%；商品房销售面积 176,08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6%。商品房销售额 173,613 亿元，同比增长 8.7%。 

2、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业是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以住宅地产自主开发经营为主、商业地产开发经营为辅，

并结合“地产+”业务（代建、租赁、产业），形成主业协同，优势互补的经营模式。通过自身专

业团队过硬的业务能力输出，以及与政府、业内头部、百强房企强强联手的形式，促进公司稳健

发展。 

公司在“以客户为导向，一切为营销服务，以财务为基石，以品质为核心价值”的四大战略

指引下，以杭州为中心，深耕长三角优势区域，并适当拓展西南地区。 

目前，公司房地产项目已辐射浙江、安徽、江苏、广西四大省份。截至 2021 年 3 月末，浙江

区域覆盖了杭州、舟山、宁波、绍兴、湖州地区共计 37 个项目，其中杭州项目数量占比浙江区域

近 60%；安徽区域覆盖了合肥、巢湖地区共计 5 个项目；江苏区域覆盖了南京、常州、苏州、淮



安地区共计 7 个项目；广西区域覆盖了南宁、贵港、柳州共计 4 个项目。在组织架构上，集团总

部通过对 9 大城市公司（其中 2 个在筹划）的把控，进而管理各项目公司经营发展。目前公司房

地产项目已形成三大特色鲜明的产品系列即柏悦系、江宸系、如意系，并将在工程端口继续打造

鲲鹏系。公司的代建业务，也在积极拓展，截至目前已在浙江杭州、舟山、诸暨、温州、嘉善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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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3,017,114,617.12 37,693,516,950.06 37,690,601,138.41 14.13 24,045,033,266.75 24,045,033,266.75 

营业收入 7,161,415,260.72 4,166,986,134.84 4,166,986,134.84 71.86 4,592,197,657.72 4,592,197,65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2,388,842.48 588,130,952.06 588,364,140.41 -40.08 411,282,498.33 411,282,49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0,372,790.14 532,400,479.21 532,400,479.21 1.50 317,135,319.86 317,135,31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715,631,853.01 4,648,596,865.73 4,648,830,054.08 1.44 4,120,038,917.07 4,120,038,91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3,000,513.11 -516,357,726.67 -519,250,134.50   3,578,286,305.14 3,578,286,30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7 0.44 0.44 -38.64 0.31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27 0.44 0.44 -38.64 0.31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41 13.41 13.41 减少6.00个百分

点 

10.49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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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054,928.73 1,582,891,370.19 1,087,718,601.72 3,642,750,36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3,838,701.95 70,507,732.12 31,941,809.35 186,100,59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0,802,528.31 66,103,117.30 41,617,764.67 371,849,37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74,859,125.51 -292,006,567.77 1,876,838,330.69 2,983,027,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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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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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

司 

  469,144,518 35.01 0 质押 446,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俞建午   130,550,000 9.7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76,570,025 5.71 0 无 0 其他 

郭轶娟   60,433,498 4.5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员工

持股计划 

  49,946,767 3.73 0 无 0 其他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员工

持股计划 

  33,028,676 2.46 0 无 0 其他 

仇展炜   19,011,275 1.42 0 未知 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苍穹 1号单一资

金信托 

  11,993,898 0.89 0 未知 0 未知 

方平   9,323,500 0.70 0 未知 0 未知 

赖雄杰   9,296,531 0.69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俞建午、郭轶娟、云

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 1号单一资金信托为一致行动人外，

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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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宋都基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

债券（第一期） 

19 宋都

01 

151258 2019年5

月28日、

2019年5

月29日、

2019年5

月 30日 

2022年5

月 30日 

8 8.5 到 期 还

本，按年

付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宋都基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

债券（第二期） 

19 宋都

02 

162020 2019年8

月28日、

2019年8

月 29日 

2022年8

月 29日 

2 8.5 到 期 还

本，按年

付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19 宋都 01、19 宋都 02 债券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完成付息，具体如下： 

19 宋都 01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完成付息兑付，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8.50%，

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5 元（含税）； 

19 宋都 02 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完成付息兑付，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8.50%，

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5 元（含税）。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主体信用等级进行了跟踪评级，发行人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未进行债项信用等级的评定。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6.70 85.34 1.5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1 0.12 -6.98 

利息保障倍数 0.85 1.53 -44.8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71.61亿，同比增长 71.8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5.40 亿元，主

业经营踏实稳健，业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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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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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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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 175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

节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