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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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熊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克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博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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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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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71,041,157.32 6,787,051,278.08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55,998,778.25 2,364,262,560.28 3.88%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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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653,038,212.34 -10.76% 2,052,749,153.63 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3,216,451.43 118.03% 361,219,770.86 2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7,476,204.06 126.14% 345,975,180.58 24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4,243,084.96 -1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20.00% 0.31 2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20.00% 0.31 2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1.86% 14.91% 7.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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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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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021.2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143,064.88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2,973,74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4,939.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28,25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7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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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244,59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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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0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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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邦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2% 103,161,409  质押 24,370,000 

盛久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36% 87,165,339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

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4.10% 48,582,727    

共青城时利和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26,791,488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6% 24,375,858    

申万宏源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9,708,79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润之

信13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0% 15,383,404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聚信 5
其他 1.12% 13,22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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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周世坚 境内自然人 0.84% 10,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霞 3

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3% 8,635,31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3,161,409 人民币普通股 103,161,409 

盛久投资有限公司 87,165,339 境内上市外资股 87,165,339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48,582,7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582,727 

共青城时利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91,488 人民币普通股 26,791,488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24,375,85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375,858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9,708,79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9,708,79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之

信 13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383,404 人民币普通股 15,383,40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信 5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29,635 人民币普通股 13,229,635 

周世坚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霞 3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635,314 人民币普通股 8,635,3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共青城时利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关联关

系。其他流通股股东未通知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周世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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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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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45,487,558.41     1,095,229,837.90  50.24% 收到房产销售款所致 

预付款项       77,748,206.13        31,526,326.25  146.61% 预付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7,029,683.87        62,206,574.33  72.06% 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5,831,304.52        12,105,030.68  30.78% 增加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567,973.38        61,184,253.71  -50.04% 预付购房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0       591,000,000.00  69.20%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65,792,129.45       192,236,574.40  -65.78%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缴纳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4,834,975.32        35,148,084.44  -86.24% 待转销项转入销项税额所致 

股本    1,183,642,254.00       789,094,836.00  5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72,829,484.96       467,376,902.96  -84.42%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830,094.23         2,130,454.52  314.47% 
部分自用房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所

致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1,792,673.42         8,606,245.49  1431.36% 
计提方大城项目土地增值税及增值

税附加所致 

财务费用       41,975,850.30        24,322,562.64  72.58% 
方大城一期利息支出停止资本化导

致 

资产减值损失      -48,121,560.56        29,771,044.67  -261.64% 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变更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73,747.00         9,903,745.77  -69.97%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10,861,727.87         2,424,532.42  347.99%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68,024,588.73        16,889,272.63  302.77% 方大城项目利润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13,901,169.92       104,789,436.94  104.12% 银行按揭方式售房保证金返回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8,300,385.82       204,252,974.89  75.42%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缴纳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68,199,654.52       129,430,336.40  107.22% 银行按揭方式售房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092,089,184.54       237,446,806.49  3307.96% 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773,697.27         3,595,463.32  283.09% 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608,087.17        62,258,301.30  -46.02% 光伏电站项目投入放缓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8,146,400,000.00       477,000,000.00  1607.84%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1,000,000.00     1,107,925,600.00  -64.71% 已到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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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37,538,336.38       131,200,941.87  157.27% 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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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房地产项目进展情况： 

1、深圳方大城项目：截止本报告期末，方大城项目累计销售面积6.54万平米，累计确认收入面积6.4万平方米。目前招

商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明年开始将有租金收入。 

2、南昌凤凰洲项目：目前正进行前期设计规划报批和施工准备，项目为写字楼、商业及商务公寓，计划对外出售、出

租。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建设周期约2年，总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 

3、深圳方大邦深产业园项目：今年7月，公司与邦深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签署“方大邦深产业园”城市更新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福永，占地面积20,714.9平方米，现状为工业厂房，城市更新方向拟为（M0）新型产业功能。

目前双方正进行正式协议洽谈、签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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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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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期 否 否 沪铝 6,220.7 2016 年 2018 年 6,220.7 5,343.5 10,276.  1,288.0 0.52% 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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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交易

所 

8 12 月 22

日 

02 月 28

日 

8 3 22 9 

合计 
6,220.7

8 
-- -- 

6,220.7

8 

5,343.5

3 

10,276.

22 
 

1,288.0

9 
0.52% 930.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为了防范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本公司采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铝期货品种，为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铝进行套期保值，公司已经建立并执行《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期货套期保值暂行规定》，防范持仓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衍生品公允价值采用期货市场的公开报价计量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购买的铝锭期货执行《商品期货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不再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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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2017 年 08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其他 机构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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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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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用于精准扶贫的捐款总额为91.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江西省政协海外扶贫基金会捐赠60万元，用于江西省泰和县12个贫困村的卫生计生服务室建设。 

（2）向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万元，用于成立南昌市“三风”公益基金。 

（3）向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总工会捐款5万元，用于广东省河源连平县的助学扶贫活动。 

（4）向深圳市南山区助老公益促进会捐赠1000元，用于注册成立。 

（5）向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农场广东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捐款人民币12万元用于助学帮困察隅农场小学。 

（6）向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宣风镇政府捐赠1万元，用于扶贫助学活动。 

（7）向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龙村两名贫困学生助学捐款3万元。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91.1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其中：  4.1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 万元 3 

     4.2 资助贫困学生人数 人 2 

     4.3 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18 

 5.健康扶贫 —— —— 

其中：   5.1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金额 万元 60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其中：  9.1.项目个数 个 2 

     9.2.投入金额 万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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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后续将通过江西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300万元现金，用于支持江西省扶贫事业。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熊建明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