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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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古少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武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温武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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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9,394,806.15 1,296,693,583.31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789,149.59 63,060,805.26 2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9,762,683.04 62,754,284.90 2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9,613,197.42 -438,511,800.99 -5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2.3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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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971,132.23 8,377,046,608.90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16,735,024.39 3,729,618,423.0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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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969.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95.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07.43  

合计 26,466.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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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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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少明 境内自然人 24.48% 328,356,191 56,713,211 质押 257,463,211 

深圳市宝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2% 158,510,535 0 质押 127,100,000 

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4% 144,100,486 0 质押 119,146,100 

李素玉 境内自然人 3.06% 41,082,784 10,741,138 质押 31,461,138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1.73% 23,189,860 0   

恒大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万能组

合 B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23,057,668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20,864,038 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大地 4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19,051,600 0   

罗仕卓 境内自然人 0.67% 9,006,100 0 质押 5,620,000 

庄楚雄 境内自然人 0.67% 9,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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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少明 271,642,98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42,980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158,510,535 人民币普通股 158,510,535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4,100,486 人民币普通股 144,100,486 

李素玉 30,341,646 人民币普通股 30,341,64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3,189,860 人民币普通股 23,189,860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组

合 B 
23,057,668 人民币普通股 23,05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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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64,038 人民币普通股 20,864,03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 45

号单一资金信托 
19,0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51,600 

罗仕卓 9,0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6,100 

庄楚雄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古少明、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李

素玉与罗仕卓系母子关系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庄楚雄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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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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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39,553,933.29 1,661,881,482.65 -31.43%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增

长所致 

应收票据 503,619,584.84 265,389,968.99 89.77% 主要是主要客户结算方式发生变化

所致 

预付款项 406,866,244.81 195,878,954.85 107.71%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存货 534,062,156.77 304,277,547.55 75.52% 主要是本期新开工项目备货及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44,420,165.24 87,938,801.88 64.23% 主要是主要供应商结算方式发生变

化所致 

应付账款 872,023,776.91 1,288,424,297.04 -32.32% 主要是支付的材料款和劳务费增加

所致 

应付利息 44,500,748.13 27,603,266.83 61.22% 主要是各项债券计提利息所致 

专项储备 77,432,733.38 58,489,476.14 32.39% 主要是本期新开工项目较多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6,795,690.60 23,343,300.00 57.63% 主要是2017年发行债券利息及银行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051,929.66 22,363,866.78 -37.17% 主要是本期回款较好，计提的坏账准

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630,539.51 -4,621,736.44 64.72% 主要是本期参股公司盈利状况较上

年同期有所改善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969.47 582,719.82 -93.48% 主要是上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423,137.75 6,481,864.40 -137.38% 主要是出售中建南方及本期非全资

子公司亏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情况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9,613,197.42 -438,511,800.99 -59.54% 主要是支付的材料款和劳务费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444,915.42 -118,679,822.72 83.62%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高文安设计股

权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0,772,599.63 99,074,435.80 153.12%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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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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国创通信股权的说明 

结合国创通信过往发展轨迹和当前现状，尤其是2017年度国创通信业绩完成情况，公司

谨慎判断国创通信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能力仍未能有效体现，使得国创通信当前实

际经营业绩与公司当时增资时的预期业绩保持较大差距，而且短期内该能力和差距得以改善

的情形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对此，公司从自身发展经营需要的角度出发，为有效维护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拟定转让国创通信股权，针对该次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公司管理层于2018

年2月28日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并一致同意公司将持有国创通信20%股权予以转让。 

2018年4月10日，公司与深圳市荣海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达”）就国创通信股

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经协商一致，荣海达同意以人民币10,000万元受让公司持国创通

信20%的股权，荣海达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50%即人

民币5,000万元支付给本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国创通信其他股东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国创通信股权，既消除了国创通信经营业绩对公司产

生的不利影响，也避免了公司未来可能承担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风险，以此最大程度保证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2、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事项的说明 

2018年2月5日，鉴于公司在进行筹划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5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2018年2月26日，公司初步确定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公司为：1、广西地大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地大”），该公司注册地为广西南宁，属于建筑行业资产。

广西地大初步预计估值为不超过4亿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将经由估值机构评估后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2、Hamilton Marino Builders PTY LTD (Australian company number: 70088898999)

（以下简称“HM”），该公司注册地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属于建筑行业资产。鉴于该项资产属

于海外相关资产，最终标的估值及交易价格将经由评估机构评估后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经

分别与交易对方洽谈讨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或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述资产的

股权，初步确认本次交易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方已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或意向书。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2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年3月5日，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尚处于推进阶段，

公司未能在2018年3月5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但鉴于交易各方对具体交易方

案尚在沟通之中，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5日（星期一）开市

起继续停牌，并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3月5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1） 

2018年4月4日，由于本次交易工作量较大，交易标的又涉及海外资产，交易双方沟通、

谈判、资料审阅等工作所需时间周期也较长，交易方案的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

完善，公司未能在2018年4月5日前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于2018年4

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9日（星期一）开

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4月9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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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关于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事项的进程尚处于正常推进阶

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8 年 02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

告》 

2018 年 02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申

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申

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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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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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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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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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9,158.42 至 24,905.95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9,158.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业务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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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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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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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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古少波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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