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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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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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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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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8,943.92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894.39 万元。2021 年初合并报表中未分配利润 174,179.24 万元，2021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8,482.43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 186,767.28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和《公司章程》

中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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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股份回购 29,745.40 万元（含交易费用）。因此，2021 年度公司通过股份

回购方式实现分红的金额为人民币 29,745.40 万元（含交易费用），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率为 160.94%。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以

及发展投资的后续资金需求，2021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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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发展 600246 万通地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狄杰 谭思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

中心写字楼 D 座 4 层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6 号万

通中心写字楼 D 座 4 层 

电话 010-59071169 010-59071169 

电子信箱 dongban@vantone.com dongban@vanton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 年的房地产行业，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双双遇冷，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大幅

回落，房价下行压力显著增加；年内 70 城新建住宅价格和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数量激增，

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溢价率大幅下降，22 城三轮集中供地呈现“一热、二冷、三稳”特征，民营

房企拿地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国企“托底”作用明显，房企加速项目竣工回款，但新增投资意

愿明显不足。同时，中央再提“房住不炒”及“三稳”政策长期基调未变。 

但是，也要看到城市是主要经济活动的载体，城市发展的健康与开发可持续性，是关乎整个

国家经济健康和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2021 年 3 月，“十四五”《纲要》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奠定了城市更新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国家已经给出未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发展路径：坚持新旧动能更新转换、聚焦城市高质

量发展、坚持产业发展为核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激活创新消费力经济等措施拉动内需，因城

施策促进房地产业及城市开发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数据要素作出专章部署，提

出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等重点任务

举措；同时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将稳步提升。 

公司当前业务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城市更新与运营、其他业务三大板块。 

1、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公司房地产项目主要位于北京、天津、杭州、成都等地，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写字楼、商铺

等。公司的专业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与运营经验，致力于房地产项目的专业化开发及



品牌化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合同销售面积 2.64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48,047.18 万元；实

现合同出租总面积 12.41 万平方米，实现合同租金收入总金额 20,504 万元。公司房地产销售项目

主要是杭州万通中心写字楼产品、天津万通新新逸墅住宅产品、杭州未来科技城综合产品、北京

天竺新新家园住宅产品、天津金府国际公寓产品等项目。 

2021 年 6 月，公司与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万置

60%房产业务的相关协议，北京万置名下主要资产为北京新城国际项目自持物业。本次房产业务

的出售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调整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率。 

2、城市更新与运营 

（1）成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为实现城市高质量更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加快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于 2021 年 10 月成

立万通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凝炼为学理深厚、系统完备的“幸福城市”学术体系，共探未来城市

生活新可能，充分实现学术研究与创新实践的融合效应。研究中心整合业内专家智库资源，研究

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模式，从城市顶层设计与策划的角度，研究未来城市发展逻辑，创建“城市

规划”落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战略实施模型。 

（2）新旅文、新娱商、新商办城市更新运营能力与内容资源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城市更新与运营业务发展需求，全面布局城市更新运营核心能力及资源，

并成立子公司如下： 

1) 成立控股子公司万通米贝商业运营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其运营的万通 V01 米贝创新产

业示范园的正式启用标志着“万通 V01”杭州商业项目成功落地运营。 

2) 成立全资子公司万通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旨在着力推动文化及旅游产业

投资、开发和运营的专业化发展，通过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促进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产城融合。 

3) 成立合资公司万庆娱乐策划（广州）有限公司，旨在打通中港澳地区优质资源，充分发挥

股东双方丰富的地产项目开发与管理、商业策划与运营、餐饮娱乐经营经验及资源等优势，共同

探索大中华区先锋旅游大文娱产业生态及城市更新空间运营模式。 

4) 与政府合作方面，公司与北京怀柔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推动“来影都过周末”暨打造“永

不落幕的电影节”的战略合作协议，以共同加快推进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发展建设，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影都品牌。其中，包括共同擘划中国影都未来发展和城市运营管理、共

同推动中国影都“十四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共同加速中国影都产业发展及核心要素集聚。 

3、其他业务板块 

一方面，公司正积极布局符合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数字经济业务资源。例如公司通过参投基

金入股的商汤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成功登陆港交所，在 2021 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7,312 万元，

但比实现可观投资收益更重要的是，商汤集团鉴于公司在城市更新与数字科技领域的资源优势，

通过宁波阡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前十大股东。双方在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等多领域进行广泛的战略交流。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借鉴国内外领先的资本管理模型及运营经验，构建了产业投资基金平台，

将原房地产金融业务转型为资本运营管理平台。通过资本赋能城市更新和开发业务，形成闭环生

态的核心竞争力。依托自身品牌资源和优势，重点关注新科技、新消费和新文化等领域，在严控

风险的前提下，与合作方共同成立产业基金，以股权投资等方式加快相关产业布局规划与配套落

地，打造强力的产融结合闭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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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总资产 10,860,197,753.47 11,582,215,557.35 -6.23 12,588,051,40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18,810,447.92 7,134,322,192.61 -1.62 7,711,496,965.23 

营业收入 813,288,073.74 1,362,421,996.78 -40.31 1,102,767,1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824,261.09 50,867,369.80 263.35 604,780,28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91,322.67 14,688,137.36 487.49 181,019,59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93,015.80 1,224,419,648.55 -95.45 -338,856,95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0.66 增加 1.97 个百分点 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6 0.0252 275.40 0.2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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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73,659.30 187,532,389.35 196,474,187.63 157,907,8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49,945.65 460,171,655.74 -168,555,379.72 -81,942,06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420,198.11 407,173,566.34 -170,984,597.82 -124,477,44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124,802.97 59,702,564.01 156,030,590.44 12,084,664.3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3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49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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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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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华东方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28,220,000 704,341,141 34.29 0 质押 692,558,141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万通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65,251,000 336,311,289 16.37 0 质押 171,625,769 境内非国有法人 

GLP Capital 

Investment 4

（HK）Limited 

0 205,400,931 10.00 0 无 0 境外法人 

宁波阡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0,800,000 0.5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方顺科技

有限公司 
-200,000 10,227,730 0.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谢向东 -846,760 7,533,04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春红 6,864,041 6,864,041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官雨时 6,052,300 6,152,3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燕 2,000,000 6,000,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凌建中 -55,900 5,646,5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公司未知悉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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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报告期内，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减少的 39,870,500 股为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所致，转融通业务所涉

及的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始终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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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公司继续对传统房地产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328.8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0.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82.43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263.35%。公司始终秉持创新发展理念，依托专业的团队及强大的股东资源支持，形成了较

为独特的资源及能力禀赋。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及“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导方针，以城市为主体，以数字科技为动力，以科技与绿色双

驱动来促进产业升级，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市场化运营为根本，稳步推进整体战略转型。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