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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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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325,751,149.13 15,864,374,949.85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8,786,064.25 6,673,381,217.16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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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337,650.85 12.15% 10,006,316,193.73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094,180.25 7.96% 461,717,786.64 2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813,549.88 -2.69% 421,871,998.4 1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842,915.63 -1,776.50% -154,546,508.85 -19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9.09% 0.3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9.09%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0.06% 6.6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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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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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7,835.7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56,004.9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310,440.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615,764.61 

主要系深圳市方众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补偿 9%股权对价

1250 万、收到子公

司南京广田柏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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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责任公司少

数股东支付业绩补

偿款 2100 万、子公

司深圳市广融工程

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项目对方

解约产生的违约金

1200 万元所致。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50,200.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07,777.60  

合计 39,845,78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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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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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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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45,132 180,245,132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2% 48,000,000 0 质押 38,820,000 

西藏益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36,049,025 36,049,025 质押 33,88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7% 31,835,5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9,999,204 0   

陈龙 境内自然人 1.07% 16,458,717 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四方 5 号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15,739,8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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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乔海诚 境内自然人 0.92% 14,14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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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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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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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9,204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204 

陈龙 16,458,717 人民币普通股 16,45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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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海诚 14,144,957 人民币普通股 14,144,95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4,067,118 人民币普通股 14,067,118 

袁瑜 13,363,244 人民币普通股 13,36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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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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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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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合计持有

610,395,398 股。（2）公司股东陈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458,71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458,717 股。（3）公

司股东乔海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144,957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4,14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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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114,322,313.37 446,123,748.96 149.78 主要系本期主要客户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85,664,864.56 187,547,033.97 52.32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43,219,763.32 403,662,038.24 133.67 主要系本期保证金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57,503,000.00 402,850,000.00 -60.9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珠海市横琴广融东银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收回投资款所致。 

在建工程 193,070,054.57 45,117,225.90 327.93 主要系本期广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投入所致。 

无形资产 554,258,080.33 34,634,168.88 1,500.32 
主要系本期广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所

致。 

开发支出 42,755,129.13 30,626,646.96 39.60 主要系公司增加对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7,599,712.39 498,514,293.49 -42.31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工程金融项目投资款项所致。 

短期借款 1,965,178,160.00 760,977,840.00 158.24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465,532,200.93 1,828,276,227.35 34.86 主要系本期以汇票结算的采购业务增多所致。 

预收款项 382,839,470.13 231,412,983.27 65.44 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开工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185,498.65 64,567,272.70 -31.5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应付利息 30,146,048.06 48,707,991.02 -38.11 主要系本期支付公司债券到期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323,967,408.32 603,577,775.20 -46.33 主要系本期支付应收账款证券化入池资金回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0,000,000.00 - - 主要系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204,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 主要系本期为广田设计中心建设项目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768,552,459.71 1,187,043,126.76 -35.25 主要系本期 2013年公司债券到期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2,727,192.48 257,923,672.48 -52.4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珠海市横琴广融东银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退回投资款所致。 

（二）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2018 年 1-9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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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财务费用 211,953,011.05 96,173,676.46 120.39 主要系本期有息负债规模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9,883,377.72 51,677,674.43 151.33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相应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2,419,809.74 7,484,323.09 466.78 主要系本期开展工程金融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45,597,746.45 - - 

主要系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补偿 9%股权对价

1250万、收到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少

数股东支付业绩补偿款 2100 万、子公司深圳市广融工程

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对方解约产生的违约金

1200万元所致。 

（三）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项目 2018 年 1-9 月  上年同期  
增减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4,546,508.85 155,968,008.06 -199.09 主要系本期主要客户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6,274,582.81 -87,198,611.70 -549.41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支付广田设计中心地价款和工程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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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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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1.2亿元贷

款提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各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担保范

围为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时，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泰福建材有限公司、何俊明、张燕、何质恒、张敏、卢军为中金建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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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8日，上述贷款到期后，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尚未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归还1.2亿元贷款。2017

年4月，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对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药厂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泰福建材有限公司、何俊明、张燕、何质恒、张敏、卢军、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共11名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由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偿还本金119,999,778.74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自2015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截止2017年2

月20日已产生利息2,987,706.22元、罚息26,363,979.38元、复利3,468,718.95元），以上所有欠付利息、罚息、复利共计

32,820,404.55元；同时请求判令其他10位被告对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目前，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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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青岛磐龙”）提供的委托贷款（贷款本金5,000万元）已逾期，2014年11月18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11月26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件，2015年5月19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了编号 为

（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333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青岛磐龙偿还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4,166,666.67 元、

罚息1,291,666.67元、复利331,178.93元（其中罚息、复利暂计至2014年8月21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至清 偿之

日止）。2015年8月3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出具（2015）深福法执字第08576号受理通知书，关于中信银行与磐

龙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333号）正式进入执行程序。2016年6月27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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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作出（2015）青执字第181号《函》，同意将青岛磐龙名下位于平度市青岛路96号的青房地权市字第2013140203号、

青房地权市字第2013155049号的两块土地使用权移送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2017年4月24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作出（“ 2015）深福法执字第8576号《评估报告结果通知书》，通知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青岛路 ” 96号地号为

8300400030012000、房地产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2013155049的评估价值为190,253,040.00元；并作出“（2015）深福法执字第

85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磐龙公司名下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青岛路96号地号为8300400030012000、房地产证

号为青房地权市字2013155049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欠付的债务。2017年11月2日，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根

据磐龙公司的申请，作出（2017）鲁0283破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磐龙公司重整。2017年12月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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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本次执行程序。2018

年2月26日，破产管理人召开磐龙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大会,进入破产重整阶段。目前，青岛磐龙破产重整失败，已进入破产

清算阶段，等待后续清算安排。 

3、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融基金向成都天湖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天湖”）提供的委托贷款已逾期（逾期借款本金7,380

万元），2016年11月8日，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通过新都区人民法院和金

牛区人民法院对成都天湖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大江社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新都国用（2013）第80号、81号、

82号）、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大江社区的成都西部（医药）贸易中心项目B地块第2号楼B区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号：

成房预售新都字第1867号）、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大江社区和丰收社区的成都西部（医药）贸易中心项目C区和D区

的房屋（已建成但未办理预售许可证）进行财产保全，并对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义务的成都诚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

下资产进行财产保全。2017年7月19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做出终审裁决，裁定成都天湖向广融基金支付借款本金、利息、违

约金等费用（截止至2017年4月20日逾期借款利息3,869,795.87元以及违约金4,450,000元），担保方成都诚兴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和陈开湖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本案裁决已申请强制执行，尚未结束；同时，公司也积极协助成都天湖推进其资产

重组事宜，寻求更便捷的方式收回款项。 

4、2018年02月0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相关议案。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合计不超过550人，拟筹集员工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万元。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委托信托公司或其他机构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集合计划（以 

下简称“集合计划”），本集合计划委托金额上限为40,000万元，份额上限分为40,000万份，按照不超过1:1 设立优先份额 和

一般份额。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全额认购集合计划的一般份额。 2018年02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2018年3月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对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认购份额上限进行了调整，由3,340万元调至4,580万元，同时其他员工合计认购 份额上

限由16,660万元调整为15,420万元。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无其他变更。 

2018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购买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购买，完成购买日期延长至2019年1月31日。 

目前，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已开设完毕，待资金募集完毕后公司将尽快成立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目前尚未开始购买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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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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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15.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54,970.15 至 74,371.39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4,670.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去年第四季度产生较大非经营性损益；公司通过加强项目

管控力度，精细化管理等手段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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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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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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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5）。 

2018 年 0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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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6）。 

2018 年 0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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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7）。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志全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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