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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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腾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胡凯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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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758,040.37

2,332,623,302.24

3.86%

211,380,595.66

124,335,085.80

70.01%

191,122,037.40

121,085,476.05

57.84%

1,530,907,795.06

-1,160,698,287.52

22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1.0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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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156,933,121,683.97

120,430,521,732.34

30.31%

13,335,811,220.51

13,202,927,312.21

1.01%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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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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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03,000.00
18,141,666.67
1,289,965.47
61,011.65
20,258,55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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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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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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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4%

730,519,480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1%

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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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730,519,400

709,136,962

质押

709,136,962

13.73%

555,904,860

质押

554,349,044

10.17%

411,785,923

质押

411,773,423

3.23%

130,914,738

其他

2.10%

84,945,83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

81,474,005

林荣

境内自然人

1.11%

45,082,447

其他

1.06%

42,980,847

其他

1.06%

42,843,080

730,519,480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平安银行－
兴全睿众阳光城 1 号分级特定多 其他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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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709,136,962

人民币普通股

709,136,962

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5,904,860

人民币普通股

555,904,860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11,785,923

人民币普通股

411,785,923

130,914,738

人民币普通股

130,914,73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84,945,834

人民币普通股

84,945,83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1,474,005

人民币普通股

81,474,005

林荣

45,082,447

人民币普通股

45,082,447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众 5

42,980,847

人民币普通股

42,980,847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平安银行－兴全睿众阳
光城 1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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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众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万杏瑛

42,843,080

人民币普通股

42,843,080

26,698,129

人民币普通股

26,698,129

前 10 名股东中，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系一致行
动人关系；兴证资管鑫众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兴全睿众阳光城 1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兴证资管鑫众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均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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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净额

存货净额

其他流动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本期经营净流入和融资净流入
29,667,642,011.06

18,888,947,818.59 10,778,694,192.47

57.06%

805,483,214.15

-300,076,921.27

-37.25%

74,720,748,782.26 25,280,945,173.52

33.83%

65.31%

650,000,000.00

260,000,000.00

390,000,000.00

150.00%

投资性房地产

3,489,794,849.43

2,056,986,897.00

1,432,807,952.43

69.66%

在建工程净额

13,928,579.57

13,928,579.57

100.00%

无形资产净值

97,855,550.57

14,880,313.62

82,975,236.95

557.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335,066.60

21,554,435.11

-7,219,368.52

-33.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6,963,546.05

1,761,090,687.00 -1,264,127,140.95

-71.78%

应付票据

22,502,219.00

22,502,219.00

100.00%

预收账款

28,537,263,976.86

17,831,134,321.48 10,706,129,655.38

可供出售金融资

其他流动负债

缴税费所致
本期增加投资上海陆生企业发
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致
本期收购杭州中大银泰城转入
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本期收购富阳中大酒店转入在
建工程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购富阳中大酒店
转入土地使用权所致
本期减值准备转回冲回部分递
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本期并购中大资产包原预付中
大股权款转出所致
本期工程款结算增加商业汇票
方式所致

60.04% 本期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工资以及

52,976,269.15

197,623,172.20

-144,646,903.05

-73.19%

950,148,717.69

623,092,616.95

327,056,100.74

52.49%

13,583,153,751.46

3,876,318,810.00

9,706,834,941.46

250.41%

1,122,667,000.00

582,890,000.00

539,777,000.00

员工年终奖所致
本期借款增加相应未付利息增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资产包）和项目投入所致
本期随预售款增加相应增加预

975,091,853.20

应付利息

催收力度加大所致
本期增加土地储备（收购中大

100,001,693,955.78

1,493,008,803.26

应付职工薪酬

增加所致
本期按揭回款加速以及应收款

505,406,292.88

2,468,100,656.46

产净额

变动原因说明

加所致
部分长期借款将在 1 年内到期
所致

92.60% 本期短期债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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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融资结构改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43,930,194,000.00

33,790,416,000.00 10,139,778,000.00

30.01%

应付债券

18,413,189,274.04

15,251,844,148.28

20.73% 主要系本期发行中票增加所致

3,161,345,125.76

增加所致

原并购厦门伊时代转入的税收
预计负债

54,316,449.68

120,291,263.68

-65,974,814.00

-54.85% 承诺和福建建树转入的退房补
偿在本期履行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房地产营改增导致计提营

税金及附加

119,590,168.02

219,103,470.78

-99,513,302.76

-45.42% 业税金额下降以及房地产土地
增值税清算比例同比下降所致
主要是本期销售人员薪酬增加

销售费用

110,452,202.19

79,653,242.57

30,798,959.62

38.67%

财务费用

70,798,772.58

10,836,327.53

59,962,445.05

553.35%

同时业务宣传力度加大所致
本期利息费用化和融资相关费
用增加所致
本期公司部分计提存货跌价的

资产减值损失

-154,746,783.00

6,153,238.94

-160,900,021.94

-2614.88% 项目所在地房地产市场稳定增
长，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本期权益法投资单位尚未产生
-35,148,293.36

-7,245,251.80

-27,903,041.56

-385.12%

1,530,907,795.06

-1,160,698,287.52

2,691,606,082.58

231.90%

-3,267,238,612.17

-35,712,901.03 -3,231,525,711.14

-9048.62%

12,833,345,562.42

-1,585,267,560.59 14,418,613,123.01

909.54%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11,101,503,613.93

-2,781,679,023.82 13,883,182,637.75

499.09%

“－”号填列）
经营活动产生的

主要系房地产销售回款及收回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增加净额

往来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房地产并购业务增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流量净额

利润所致

加所致

本期经营净流入和融资净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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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二次会议及2016年第二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发行数量不超过1,086,956,521股（含本数），发行底价为6.44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5.62元/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2016年11月2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2017年1月12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于2017年3月13日对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并予以披露，同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的相关资料，目前仍在中国证监会审核中。
上述内容参见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信息。
2、注册中期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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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及公司2016年第二十六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
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8亿元的中期票据。
2017年3月，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MTN92号）文件，本次中期票据发行获
准注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发行了2017年度第一期20亿元中期票据，发行利率6.20%，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3月
24日全部到账。
上述内容参见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信息。
3、重大资产购买
2016年11月29日，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举办的企业产权竞价转让活动中，公司以13.51亿元竞得物产中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物产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
专营有限公司挂牌出售转让杭州中大圣马置业及浙江物产良渚花苑等15家公司股权组成的股权资产包，公司同时承接物产中
大及其子公司截至2016年8月31日对标的公司及对物产中大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中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计91.18亿元的应
收债权。本次交易总成交金额（包括股权竞得价款及承接债权金额）为104.69亿元，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7年1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事项。深交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问询函，公司已对问询函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反馈，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涉及的资产交割、债务偿还等工作仍在继续积极推进和实施进程中。
重要事项概述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 01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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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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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福建阳光集
团有限公
司、吴洁女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士

资时所作承诺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福建阳光集
团有限公
司、吴洁女

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投资任何
与公司经营的房地产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企 14 日
业。
承诺函出具日的现有房地产项

其他承诺

2013 年 09 月

目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或产生其他损害

房地产为公
司主营业务
期间

2014 年 04 月 公司存续期
08 日

正在履行中

间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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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益的任何情形（包括但不

士

限于被征缴土地闲置费、被无偿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对
公司因此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损
失，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人吴洁女士共同向公
司即时进行无条件的全额补偿。
上海嘉闻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认购的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股份限售承 行 A 股股票 730,519,480 股自股 2015 年 12 月
诺

票上市之日起 3 年内不进行转

31 日

36 个月

正在履行中

-

正在履行中

-

正在履行中

-

正在履行中

36 个月

正在履行中

让。

福建阳光集
团有限公
司、吴洁女

其他承诺

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

2016 年 08 月

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31 日

士
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不无
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对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
公司董事、
高管

进行约束；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
其他承诺

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
费活动；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

2016 年 08 月
31 日

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如公司将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则促使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如阳光城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

福建阳光集

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团有限公
司、吴洁女
士，公司董

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阳光
其他承诺

城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事、监事、

2016 年 11 月
11 日

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

高管

求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激励承诺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阳光城

分红承诺

余公积金以后，未来连续三年

2015 年 04 月

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03 日
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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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利润的 30%，且至少有一次现
金红利分配。
阳光集团拟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起起 12 个月内通过信托计划增
阳光集团、
东方信隆、
康田实业

股份增持承
诺

持公司股票比例不超过 2%，阳
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同
时承诺在阳光集团通过信托计

2017 年 04 月
15 日

12 个月

尚未开始履
行

划增持公司股票期间不减持公
司股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无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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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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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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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公司在建项目的开发建设和销售

2017 年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进度，以及重大资产购买、再融资等事
项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01 月 16 日

其他

其他

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各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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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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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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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