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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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晓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华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华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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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592,364,656.43

16,434,461,714.88

0.96%

8,155,854,029.22

8,031,920,901.86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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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96,086.22

-32.22%

1,493,958,462.93

-8.00%

-28,018,308.33

-329.92%

123,933,127.36

151.76%

-27,578,476.39

-339.29%

104,114,653.06

121.35%

295,868,985.51

1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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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328.36%

0.0678

15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328.36%

0.0678

15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50%

1.5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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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3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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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57,838.80
18,686,712.33
4,850,837.60
-210,843.65
531,000.00
7,129,864.28
674,5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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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818,47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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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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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4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虞云新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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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5%

1,134,239,907

1,134,239,907 质押

1,114,901,934

6.89%

126,026,655

126,026,655 质押

125,999,844

4.17%

76,171,810

0

2.29%

41,917,708

0

2.25%

41,073,078

30,804,808

1.83%

33,529,022

0

1.48%

27,083,290

0

其他

1.48%

27,083,290

0

其他

0.95%

17,280,529

0

信诚基金－中信银行－信
诚基金定众 1 号分级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 其他
增发 481 号资产管理计划
钱森力

境内自然人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
－创盈定增 71 号资产管理 其他
计划
光大保德信资管－浦发银
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 其他
增 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保德信资管－浦发银
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
增 6 号分级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宝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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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信托云霞 9 期集合资 其他

0.92%

16,750,203

0

金信托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信诚基金－中信银行－信诚基金定众 1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
划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481
号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创盈定增 7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保德信资管－浦发银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 4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保德信资管－浦发银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 6 号
分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宝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云霞 9 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 6 号单一资金信托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稳健投资 23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龚品忠

数量

76,171,810 人民币普通股

76,171,810

41,917,708 人民币普通股

41,917,708

33,529,022 人民币普通股

33,529,022

27,083,290 人民币普通股

27,083,290

27,083,290 人民币普通股

27,083,290

17,280,529 人民币普通股

17,280,529

16,750,203 人民币普通股

16,750,203

14,963,438 人民币普通股

14,963,438

13,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50,000

13,093,634 人民币普通股

13,093,634

上述股东之间，股东虞云新在法人股东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担任董事职务，与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夫妻关系。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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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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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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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257,677,687.24

797,267,399.84

-539,589,712.60

-67.6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03,891,420.07

749,413,918.01

-345,522,497.94

-46.11%

预付款项

1,287,602,850.10

698,039,788.51

589,563,061.59

84.46%

其他应收款

2,723,220,110.54

102,657,935.52

2,620,562,175.02

2552.71%

其他流动资产

103,469,823.16

959,396,055.76

-855,926,232.60

-89.2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5,750,000.00

19,200,000.00

176,550,000.00

919.53%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65,542.49

202,595,916.37

-198,830,373.88

-98.14%

短期借款

708,806,161.16

1,396,700,000.00

-687,893,838.84

-49.25%

预收款项

849,241,158.91

477,288,133.55

371,953,025.36

77.93%

其他流动负债

-

258,650,000.00

-258,650,000.00

-100.00%

(1)货币资金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归还到期银行贷款及支付并购诚意金；
(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到期应收账款收回；
(3)预付账款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预付股权收购款；
(4)其他应收款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支付并购重组诚意金及应收义乌滨江新光壹品项目款；
(5)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委托理财到期收回；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义乌滨江新光壹品项目收益权转让后剩余收益权转入；
(7)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转出为预付款项；
(8)短期借款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到期归还；
(9)预收款项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预收房款增加；
(10)其他流动负债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私募债到期归还。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5,301,645.40

6,592,787.38

-11,894,432.78

-180.42%

其他收益

2,777,838.80

4,166,850.21

-1,389,011.41

-33.33%

投资收益

171,564,872.98

281,089.64

171,283,783.34

60935.64%

(1)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减值转回；
(2)其他收益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3)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取得义乌滨江新光壹品项目收益权转让收益及理财投资收益；

6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868,985.51

-3,917,479,949.67 4,213,348,935.18

107.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941,734.55

-563,081,539.64 1,788,023,274.19

317.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2,802,144.69

2,394,485,802.48 -4,577,287,947.17

-191.16%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购买土地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是转让滨江新光壹品项目收益权，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归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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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光圆成，证券代码：002147）于2018
年1月18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
月1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1日、2月8日、2月14日、2月23
日、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3月30日、3月31日、4月10日、4月17日、4月24日、4月26日、5月5日、5月12日、
5月18日、5月25日、6月1日、6月8日、6月15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披露于指定披露媒体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4、018、020）、《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027）、《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
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35、047、049、055、057、060、061、063、067、068、072、078）。
2018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并于2018年7月9日出具了《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8】第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公司提交的重组相关文件提出若干反馈意见，并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于2018年7月13日前做出说明或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交易各方就《问询函》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鉴于《问询函》
中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需中介机构出具相关说明，中介机构需对相关问题及涉及事项逐一核查并落实，故公司无
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工作并披露回复公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在此期间，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14日、21日、28日、8月4日、11日、18日、25日、9月1日、8日、15日、22日、
10月9日、16日、23日、3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并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进展并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084、086、087、088、089、
091、092、093、094、097、099、102、104）。
2018年9月28日，公司与Five Seasons XVI Limited及丰盛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诚意金补充协议》且公司和季昌群先生签
署了《意向书延期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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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签署诚意金补充协议及意向书延期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仍在积极协调有关各方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待公司回复《问询函》且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并根据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进展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2、经公司自查，发现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事项，具体金额尚在自查核实中，公司预计不晚于2018年11
月15日之前，将以单独公告形式披露自查整改报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议 2018 年 07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与 Five Seasons XVI Limited 及丰盛控股
有限公司签署了《诚意金补充协议》且公司和季昌群先生签署了
《意向书延期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资产重组签署诚意金补充协议及意向书延期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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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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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89.84%

至

-86.89%

13,800

至

17,8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35,770.38
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净利润同比下降，
公司仍在努力争取完成业绩承诺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8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占最近一
担保对象 与上市公 违规担保 期经审计
名称

司的关系

金额

净资产的

截至报告 占最近一期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期末违规 经审计净资
担保余额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产的比例

预计 预计解除
解除 时间（月
金额

份）

自 2018 年 3 月

新光控股
集团有限 控股股东

10,000

1.20%

公司

最高额信 6 日起，至主
用保证

债权确定届满

10,000

1.20%

10,000

1.20%

10,000

1.20%

30,000

3.60%

尚无法确

尚无法确

定

定

尚无法确

尚无法确

定

定

尚无法确

尚无法确

定

定

之日起 2 年
自 2018 年 3 月

新光控股
集团有限 控股股东

10,000

1.20%

公司

最高额信 6 日起，至主
用保证

债权确定届满
之日起 2 年
自 2018 年 3 月

新光控股
集团有限 控股股东

10,000

1.20%

公司

最高额信 6 日起，至主
用保证

债权确定届满
之日起 2 年

合计

30,000

3.60%

--

--

--

--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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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新光控股

自 2018 年 5

集团有限

月 4 日起至 违规占用

公司

9 月 30 日

合计

期初数

报告期新增 报告期偿还
占用金额

总金额

期末数

67,522.78

0

5,121.34

62,401.44

67,522.78

0

5,121.34

62,401.44

预计偿还方 预计偿还金 预计偿还时
式

额

间（月份）

62,401.44 尚无法预计

--

62,401.44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7.51%

产的比例

2018 年 5 月 4 日，按公司总裁的指令，公司将临时借款本金 66,000.00 万元，利息
1,522.78 万元，本息合计共 67,522.78 万元汇入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指定账户。该批
借款共涉及债权人 4 名。根据公司总裁指令，此后，上述资金还款责任由新光控股集
相关决策程序

团有限公司承担。因此，上述临时借款公司于 2018 年度 5 月 4 日终止确认。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发现上述资金中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因逾期未还，公司已被债权人起诉。为此，公司向控股股东查询，发现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述借款本金 61,500.00 万元，利息 901.44 万元，合计 62,401.44 万元
控股股东尚未归还予借款人。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 尚不适用。
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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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 尚不适用。
采取的措施说明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索引

尚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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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重组相关情况

2018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复牌情况

2018 年 07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定期报告相关情况

2018 年 08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复牌事宜及相关进展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产品情况

2018 年 09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情况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晓光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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