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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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久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长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郑伟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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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4,725,711.35

1,799,975,860.73

-91.40%

2,325,681.10

88,114,327.01

-97.36%

2,232,463.36

82,714,308.55

-97.30%

-300,261,318.61

86,187,326.77

-44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83

-9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83

-9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2.67%

-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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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5,309,059.75

6,017,254,950.68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72,354,773.37

3,670,029,092.27

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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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6,5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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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9.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283.72

合计

93,21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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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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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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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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32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荣安集团股份有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68.59%

728,000,000

728,000,000 质押

境内自然人

9.42%

100,000,000

100,000,000

国有法人

6.00%

63,667,851

0 冻结

53,667,851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9,917,689

9,917,689 质押

7,796,800

国有法人

0.36%

3,864,978

0

境内自然人

0.27%

2,829,5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2,785,887

0

国有法人

0.25%

2,673,738

0

黄秉铚

境内自然人

0.19%

1,981,286

0

陈维焕

境内自然人

0.16%

1,696,572

0

限公司
王怡心
深圳市新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胜启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远集团
有限公司
曹盈平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664,870,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融智一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宁波港集团有限
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新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数量

63,667,851 人民币普通股

63,667,851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3,864,978 人民币普通股

3,864,978

曹盈平

2,8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9,500

2,785,887 人民币普通股

2,785,887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2,673,738 人民币普通股

2,673,738

黄秉铚

1,981,286 人民币普通股

1,981,286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智一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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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焕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鑫龘一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1,696,572 人民币普通股

1,696,572

1,646,507 人民币普通股

1,646,507

1,55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8,500

1,543,282 人民币普通股

1,543,282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旭诚财富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华能综合产业公司

1、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二大股东王怡心先生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一致行动人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说明

2、公司第三大股东深圳市新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五大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企业。
1、股东曹盈平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829,500 股股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2、股东黄秉铚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981,286 股股票。
3、股东陈维焕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1,000,000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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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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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33,216,003.19元，比期初25,480,367.08元，增加了7,735,636.11元，增幅为30.36%，原因为报告期计提
了应收的品牌服务费、代建管理费及销售代理费。报告期末应付账款345,418,524.04元，比期初613,914,458.08元，减少了
268,495,934.04元，减幅为43.74%，原因为报告期支付了部分上期末计提的应付工程款以及荣安香园二期的土地尾款。报告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5,233,021.67元，比期初15,448,901.93元，减少了10,215,880.26元，减幅为66.13%，原因为报告期发放了上
年计提的年终奖。报告期末长期借款1,218,000,000.00元，比期初918,000,000.00元，增加了300,000,000.00元，增幅为32.68%，
原因为报告期杭州香华贷款获审批发放所致。报告期营业收入154,725,711.35元，较上年同期1,799,975,860.73元，减少了
1,645,250,149.38元，减幅为91.40%；报告期营业成本111,258,225.01元，较上年同期1,544,203,314.07元，减少了1,432,945,089.06
元，减幅为92.80%；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14,468,847.97元，较上年同期142,845,161.20元，减少了128,376,313.23元，减幅
为89.87%；报告期营业外支出408,416.16元，较上年同期2,347,611.80元，减少了1,939,195.64元，减幅为82.60%；以上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无新楼盘交付，结转收入、成本、税金的为少量尾房。报告期财务费用3,091,673.55元，较上年同期-4,818,419.85
元，增加了7,910,093.40元，增幅为164.1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发放的经营性贷款支付的利息，上年同期存在未确认融资费
用摊销。报告期投资收益-480,826.68元，较上年同期832,668.99元，减少了1,313,495.67元，减幅为157.75%，主要原因为上
年同期转让了参股公司的股权，从而产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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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甬成功（本
公司重组前证券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
重组完成之日（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日 2009 年 9 月 11 日为起始日）起五年
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五年
内，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 15 元，甬成功因

荣安集团股份
2009 年 09 月 2019 年 09 月 有限公司严格
11 日

10 日

履行该项承
诺。

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
益发生变化时，减持价格将按相应比例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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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功信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原名）签
订《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协议书》确定的资产交

荣安集团股份

荣安集团股份

割日之前的荣安集团拟注入成功信息产 2007 年 12 月

有限公司严格

有限公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八家子公司 07 日

履行该项承

已开发完成的项目，如需补交土地增值

诺。

税的，由荣安集团全额承担；八家子公
司注入上市公司后开发完成的项目，如
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需补交的土地增值
税，由荣安集团全额承担。
对于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以新增股份购买荣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资产所获得的土地储备，如
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果因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合同
约定被土地主管部门无偿收回、或重组
后的甬成功被征收土地闲置费，荣安集

荣安集团股份
2008 年 01 月

有限公司严格

08 日

履行该项承

团将按注入甬成功时该土地使用权的评

诺。

估值或被实际征收的土地闲置费予以全
额补偿。
在作为甬成功控股股东期间，将尽可能
避免和减少与甬成功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

荣安集团股份

荣安集团股份

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2008 年 07 月

有限公司严格

有限公司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14 日

履行该项承

票上市规则》以及甬成功《公司章程》

诺。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
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甬成
功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在作为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期间，荣安集团及控
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甬成功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也不投资与甬成功
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项目；
（2）

荣安集团股份

荣安集团股份

若发现荣安集团及控制的企业直接或间 2007 年 08 月

有限公司严格

有限公司

接从事与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 03 日

履行该项承

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投资、

诺。

计划投资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与甬成功存
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项目，成功
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
求荣安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停止从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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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竞争业务、停止实施上述竞争以及停
止投资上述相关的企业。如荣安集团及
其控制的企业已经完成投资的，成功信
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求
荣安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转让该项目的
相关股权或经营该等业务或企业。"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作为甬成

荣安集团股份

荣安集团股份

功控股股东期间，将保证与甬成功在人 2007 年 09 月

有限公司严格

有限公司

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 03 日

履行该项承

互独立。

诺。

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王
久芳先生

荣安集团股份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组后的成功

有限公司及王

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会与 2007 年 11 月

久芳先生严格

王久林、王久松实际控制的房地产公司 15 日

履行该项承

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

诺。

鉴于本人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议
受让的 25000 万股荣安地产股票（证券
简称：荣安地产，证券代码：000517）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方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曾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作
出承诺：认购甬成功（荣安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前证券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
王怡心先生

产重组完成之日（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2015 年 04 月 2019 年 9 月
之日 2009 年 9 月 11 日为起始日）起五 01 日
年内不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五年

10 日

王怡心先生严
格履行该项承
诺。

内，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
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 15 元，甬成功因
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
益发生变化时，减持价格将按相应比例
进行调整。
本人承诺：在受让上述股份后，本人仍
将履行上述承诺，直至履行期限届满。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不适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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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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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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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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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1-03 月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普通投资者

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等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王久芳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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