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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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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范志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远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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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553,328.63 2,328,780,581.39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410,858.51 72,405,785.99 -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313,935.69 59,327,823.92 -1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8,557,454.81 -416,710,518.07 -175.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1.0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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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2,924,937.53 20,966,696,318.50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50,208,954.06 6,945,477,725.33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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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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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171.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42,130.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73,056.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3,322.93  

合计 2,096,92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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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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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71% 610,395,398 0 质押 196,380,000 

叶远西 境外自然人 12.49% 192,000,000 0   

深圳前海复星瑞

哲恒嘉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2% 180,245,132 0   

新疆广拓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34,27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7% 31,835,500 0   

上海宜江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0,7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广田集

团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25% 19,226,500 0   

国民信托有限公

司－国民信托四

方 5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02% 15,739,888 0   

叶嘉许 境内自然人 0.89% 13,730,18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0.83% 12,8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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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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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0,395,398 人民币普通股 610,395,398 

叶远西 19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0,000 

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180,245,132 人民币普通股 180,245,132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7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8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35,500 

上海宜江投资有限公司 20,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广田集团第一期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22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26,50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四

方 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739,888 人民币普通股 15,739,888 

叶嘉许 13,730,188 人民币普通股 13,730,1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2,800,118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1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控制；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叶远东为叶远西之兄；叶嘉许为叶远东之子。除以上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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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8,395,398 股，通过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2,000,000 股，合计持有 610,39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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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64,772,734.45 281,606,613.99 65.04%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及劳务

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853,872,568.08 4,620,368,775.42 -38.23% 
主要系本期按合同约定时间支

付劳务款及材料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192,937.90 72,760,756.50 -43.39%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

资所致。 

应付利息 69,454,607.86 45,315,418.38 53.27% 
主要系本期公司债券已计提但

尚未到期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46,168,289.71 49,900.00 92421.62% 
主要系本期计提股利分红所

致。 

其他应付款 345,522,945.31 650,022,113.96 -46.84% 
主要系本期资产证券化产品按

时兑付所致。 

长期借款 800,000,000.00 300,000,000.00 166.67% 
主要系本期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86,850,467.25 31,951,212.17 171.82% 
主要系债券利息及银行借款利

息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557,454.81 -416,710,518.07 -175.62% 
主要系本期支付劳务款及材料

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48,476.95 -379,680,019.97 131.70% 
主要系本期支付广田设计中心

地价款和工程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24,366.38 505,708,489.09 -107.56% 
主要系偿还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7,236,337.05 -294,159,143.93 -262.81% 
主要系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及

筹资活动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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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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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2 亿元贷款提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

限公司为中金建设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民币 1.2 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四川科创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佛国际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何俊明、张燕、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当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与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并向其提供了贷款 1.2 亿元元，借款期限一年。上述贷款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到期后，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偿还该笔贷款。2017 年 2 月 20 日，平安银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

诉讼，诉讼请求中金建设偿还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等共计 152,820,183.29 元，并要求担保人提供清偿责任。截至目

前，该案件已进入二审程序，二审尚未判决。 

2、2014 年 1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融基金”）与中信银行深

圳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广融基金委托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向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磐

龙”）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同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与青岛磐龙签署《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深圳分

行向青岛磐龙发放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六个月。为确保青岛磐龙偿还贷款，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与青岛磐龙签

订了《抵押合同》，并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就青岛磐龙名下位于青岛平度市青岛路 96 号的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贷款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到期，青岛磐龙未按约定偿还该笔贷款。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中信银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青岛磐龙偿还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请

求对本次贷款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处置权；同时由青岛磐龙承担相应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了本案。

2014 年 12 月 1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833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

青岛磐龙名下财产，并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查封了青岛磐龙名下土地及银行账户。2015 年 5 月 19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出具（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83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青岛磐龙向中信银行偿还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以及利息、

罚息、复利等，同时中信银行有权对青岛磐龙名下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以折价、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2015 年 8 月 3 日，福田法院受理出具（2015）深福法字第 08576 号受理通知书，该案件正式进行执行程序。2017 年 5 月 14

日，福田区法院发布拟拍卖涉案抵押土地评估结果的公告。2017 年 11 月，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根据青岛磐龙的申请，作出

（2017）鲁 0283 破 5-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青岛磐龙重整。2017 年 12 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深福法执

字第 8576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对青岛磐龙的本次执行程序。截止目前，已经召开两次债权人会议，债务人已进

入破产清算阶段，破产财产已完成价值评估，后续将启动资产拍卖。 

3、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融基金与成都天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湖”）、成都诚兴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诚兴”）以及陈开湖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成都天湖向广融基金借款 1.5 亿元（其中第一期借

款 7,380 万元），用于成都天湖的项目工程施工。2016 年 6 月 2 日，广融基金委托广融担保通过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河

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向成都天湖提供借款 7,380 万元。2016 年 11 月 8 日，因成都天湖未按约定进行抵押登记且借

款到期后不按期还本付息，广融基金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成都天湖偿还前述借款本金、利息及违

约金，并要求成都诚兴、陈开湖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同时，广融基金申请对成都天湖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担保人成都诚兴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财产保全。 

2016年12月1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将财产保全申请转递给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人民法院，该两家法院于2016年12月2日分别做出民事裁定，查封成都天湖新都国用（2013）第80号、第81号、第82号土地

使用权，成都西部（医药）贸易中心项目B地块第二号楼B区预售房的未售房屋，成都西部（医药）贸易中心项目C区、D区

在建项目，以及担保人成都诚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价值2,200.00万元的财产。2017年7月19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出具《裁决书》，裁决成都天湖投资有限公司偿付借款、利息、罚息以及本次诉讼导致的费用，成都诚兴、陈开湖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该裁决为终局裁决。2017年8月9日，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8月16日，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立案执行本案。之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执行案件移送至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

院执行，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截止目前，本案尚处于强制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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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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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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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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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1）。 

2019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2）。 

2019 年 0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3）。 

2019 年 03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4）。 

2019 年 03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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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5）。 

2019 年 03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6）。 

2019 年 03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和新业务进展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于

“深交所互动易”中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07）。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志全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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