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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洲控股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善峰 陈颖

电话 0755-8839�3698 0755-8839�3605

传真 0755-8839�3600 0755-8839�3600

电子信箱 dongshihui@zztzkg.com dongshihui@zztzk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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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321,504,425.58 2,326,758,622.97 2,337,271,026.87 4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58,711.20 418,781,307.94 418,171,476.41 -9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7,608,214.80 424,606,004.59 424,606,004.59 -9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3,854,731.75 -501,880,636.06 -512,414,713.79 -23.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03 0.8744 0.8731 -9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03 0.8744 0.8731 -9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12.02% 11.99% 下降 11.5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289,006,995.60 24,621,393,457.39 24,621,393,457.39 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25,248,266.04 5,615,109,303.66 5,615,109,303.66 -1.6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818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37% 314,917,359 176,834,659 质押 314,917,359

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0% 55,188,952 质押 23,000,000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48,137,884

鹏华资产－广发银行－鹏华资

产中洲控股员工持股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21% 14,715,153

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10,743,792

天治基金－平安银行－天治凌

云 7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54% 10,218,549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

铁宝盈－宝鑫 77号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4% 7,558,872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

产金润 25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0% 5,345,815

深圳市前海君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4,6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优

瑞 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4% 4,238,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广

东联泰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余流通股股东，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22 亿元，同比增长 42.11%；利润总额 1.36 亿元，同比下

降 76.6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26 亿元，同比下降 93.6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4 亿元，同比下降 23.70%。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结算房地产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

结算房地产收入占比较高的上海君廷项目和成都中洲中央城邦项目土地获取成本较高，与

上年同期竣工结算的深圳中洲控股金融中心项目相比，毛利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二是随着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本报告期期间费用同比有较大幅度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面积 43.95 万平方米，销售额 51.0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9.86%和 184.13%，合同销售额完成年度计划目标的 48.53%。主要在售项目包括：成都中洲

锦城湖岸合同销售额 12.45 亿元；惠州中洲中央公园合同销售额 7.66 亿元；惠州中洲天御合

同销售额 9.66 亿元； 上海中洲君廷合同销售额 6.82 亿元； 上海中洲里程合同销售额 8.5 亿

元；其他项目销售额总计 6.22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高周转、扩规模、严管控、增效益” 发展战略，年初部署的主要

重点工作进展如下：

（1）深耕核心区域，增加项目储备。2016 年 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祥铭投资有限公司收

购时骏有限公司，获取香港铜锣湾大坑道项目，为公司在香港地区取得了第二个项目储备，

实现香港地区双盘联动。2016 年 6 月，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以 40167.4 万元总价获取成都市

成华区建材路 5 号宗地地块，该地块位于成都火车东客站板块，占地面积 1.51 万平方米，容

积率 3.8，计容建面 5.74 万平方米，区域成熟、交通方便、周边配套完备，为公司布局成都地区

再添筹码。

（2）提升营销实力，再创销售佳绩。公司及时把握政策方向和市场走势，加快房地产项

目的开发和推售速度，采用创新的推广方式和渠道合作模式，上半年销售进度超过了既定目

标。其中，成都锦城湖岸、惠州天御等项目新开盘及加推均受到市场抢购，成为当地热销楼

盘。

（3）完善管控体系，提升项目开发效率。公司优化了城市公司的架构，建立项目总经理

负责制，以项目开发为中心，成立装饰园林部，强调项目开发中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通过

计划盘点及预警，延伸对项目管控的深度。对专业模块的制度流程进行了梳理，提升了业务

条线间的协同效应。

（4）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调整，公司拟向包括前海阳诚在内的不

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35.11 亿元，目前该项目正在中

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5） 报告期内， 公司 2016 年拟于境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公司债

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6）报告期内，公司《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委托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设立 “鹏华资产中洲控股员工持股资产管

理计划”进行管理，目前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进入锁定期。

（7）2016 年 5 月，为加强投资者保护宣传，根据深圳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开展了关于

做好投资者保护“蓝天行动” 的专项工作，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维护方面均有

针对性的行动。

2016 年下半年，公司将以“管理手段再完善，运营效率再提升，项目开发再提速” 为指导

思想落实各项重点工作，具体如下：

（1）营销方面，加大项目推广力度，继续拓展营销渠道和创新营销模式。通过超额销售奖

励办法，激励城市公司超额完成销售指标，实现快速去化存货。

（2）运营管理方面，实施流程审批时限管理，提高流程运转效率；优化项目开发路径，使招

采、设计、成本、报建、工程等重点业务条线协同运作；控制好项目里程碑节点，实时跟踪、定期

汇报，将项目开发再提速。

（3）工程管理方面，根据施工建造标准，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实测实量制度，以工程巡检结

果考核为导向，做好项目交付前风险排查和模拟验收工作，杜绝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交付及资

金回笼风险，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品牌影响力。

（4）土地拓展方面，继续深耕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三大核心区域的战略布局，加大项目

拓展力度，拓宽项目获取渠道，实行现有区域延伸及潜力城市拓展并举的策略，增加优质土地

资源储备。

（5）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按计划推进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和 2016 年公司债项目的

进展，待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顺利完成相关证券的发行、上市等工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姚日波

2016年 8月 30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6－92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上

午在深圳中洲控股中心 3913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日波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 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 >》（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按照真实、准

确、完整的原则，公司编制了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本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址和报纸上分别公开披露。

二、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将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到期，根据公司《第一

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本计划限制性股

票的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 公司拟对 52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共计 9,070,400 股限制性股票申请

解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95 号公告。

董事姚日波、谭华森、吴天洲、申成文、贾帅为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三、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

案》。

修订后的《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 >的议案》。

修订后的《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详见巨潮资讯网。

五、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规定 > 的议

案》。

修订后的《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详见巨潮资讯网。

六、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姚日波先生代总经理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初

审，董事会聘任彭伟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一致。彭伟东

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彭伟东个人简历：

彭伟东，男，1972 年出生，广东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清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硕

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持有高级工程师、房地产经济师、建筑经济师、结构工程师

等职称，一级房建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资产评估师等执业资格。

1993 年至 2002 年在深圳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城建监理公司项目地盘经

理、 工程部副经理，1997 年调任城建集团房地产开发部项目经理；2002 年至 2007 年在深圳市

皇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历任下属企业深圳市中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皇

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组建皇庭集团后任集团副总裁；2007 年至今在

中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历任深圳中信红树湾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信华南（集

团） 深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9 年任中信地产深圳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 年调任

中信地产惠州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 年新组建中信地产深圳

投资有限公司（兼管深惠区域）出任总经理，2015 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兼任中信城市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彭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6－93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上午

在深圳市中洲控股中心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送达全体监事。监事陈晔东因公

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监事魏洁生代为行使监事职权，会议应到 5 人，授权及亲自出席 5 人，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洁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核并确认了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实际情况以及董事会的审议情况，监事会决定

确认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可解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52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 52 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6－95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9,07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6%；

2．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

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权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设定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办理限制性

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故

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5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中洲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上

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2015 年 9 月 1日，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深圳市中

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5、2015 年 9 月 25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

票共计 9,308,900 股的登记事宜，2015 年 9 月 28 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6、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

职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

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杨保华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238,5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10.56 元 /股。

7、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可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限

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070,400 股。

二、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1、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自授

予之日起 12 个月为锁定期。锁定期从 2015 年 9 月 7 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6 日结束。

2、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①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b、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c、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②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a、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b、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c、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d、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③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在授予日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须达到合

格以上。

2015年度 52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或以上，满足解锁条件。

④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业绩指标

以 2014年为基准年，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其增长率。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公司业

绩条件如下所示：

a、在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年度（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

予日前三个会计年度（2014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2 年度）的平均水平且

不得为负；

b、以 2014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2015 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

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5,047,823,963.4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177,

291.16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683,593.11 元，满

足解锁业绩指标。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认为本

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根据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的相关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事宜。

三、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52 名，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070,400 股，占公司目

前股本总额的 1.36%。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

已解除限售的

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数量

继续锁定的数

量

1 姚日波 董事长、代总经理 794,900 0 794,900 0

2 谭华森 副董事长 556,400 0 556,400 0

3 宋炳新 副总经理 437,200 0 437,200 0

4 许斌 副总经理 437,200 0 437,200 0

5 张跃千 副总经理 437,200 0 437,200 0

6 尹善峰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437,200 0 437,200 0

7 刘继周 副总经理 437,200 0 437,200 0

8 林长青 副总经理 437,200 0 437,200 0

9 吴天洲 董事 159,000 0 159,000 0

10 申成文 董事 159,000 0 159,000 0

11 贾帅 董事 159,000 0 159,000 0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1人 4,451,500 0 4,451,500 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人 4,618,900 0 4,618,900 0

合计共 52人 9,070,400 0 9,070,400 0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的经营业绩等实际情况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条件；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解锁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3、 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授予和解锁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及《股权激励计划 （草

案）》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公司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 52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共计 9,070,

400 股限制性股票安排解锁。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52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手续。

六、律师意见

公司已履行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所需要履行的相关程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考核办法》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

或指标均已满足。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已满足解锁条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锁相关事宜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6、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7、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8、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9、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10、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11、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42� � � � �证券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6-94号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山公用 股票代码 0006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晖 梁绮丽

电话 0760-88380008 0760-89886813

传真 0760-88380022 0760-88830011

电子信箱 caoh@zpug.net moon@zpug.net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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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64,787,818.75 570,914,057.19 625,000,350.07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8,276,800.56 939,284,074.23 938,446,334.73 -5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5,384,795.89 908,593,004.52 907,121,440.43 -4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650,137.69 159,459,692.37 100,604,822.56 8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67 0.67 -5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67 0.67 -5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 11.06% 10.94% -6.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712,711,059.72 13,744,795,169.14 14,082,039,991.95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84,519,166.11 10,869,054,266.82 10,892,589,443.47 -1.9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情况

本年收购了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因公司与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属同一控

制人，所以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对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的财务数

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473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66% 703,050,099 216,685,111 质押 169,955,640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5% 182,211,872 182,211,872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27,511,100 0 - -

中山市古镇自来水

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12,603,546 0 - -

中山市三乡水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1,797,866 0 -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10,991,799 9,983,361 - -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8,319,467 8,319,467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其他 0.56% 8,311,418 0 - -

中山市东凤自来水

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7,998,806 0 - -

宝盈基金－浦发银

行－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 *创赢六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1% 7,570,716 7,570,716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亦无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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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其

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判断有无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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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 的战略，致力于

打造以环保水务为核心的全国领先的综合环境服务提供商，持续推动投资拓展、资本

运营及各业务板块经营机制创新，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质量，公司经营业务保持良好

的发展态势。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478.7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37%；实现利

润总额 50,886.30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8.27%；实现净利润 46,827.68� 万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 50.10%。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对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42,

033.06万元，同比下降 51.09%。

供水业务：报告期内，供水业务收入 35,457.90�万元，同比增长 5.23%，收入增长的

主要原因一是供水安装工程增加，致使收入同比增长 7.3%；二是售水量同比减少，使

收入同比下降 2.07%。业务拓展方面，公司继续开展外接工程、维修及水质检测项目，

不断提升水务业务盈利水平。

污水处理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收入 4,534.56 万元， 同比下降

10.67%。 主要原因是受增值税政策的影响, 使收入同比下降 15.07%。 业务拓展方面，

2016 年 7 月公司中标中山市黄圃镇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 PPP 项目， 中标金额为 26,

274.78万元。该项目填补了公司在参与 PPP市场竞争方面的空白，有利于发挥公司资

本、运营和工程建设的优势，为公司拓展中山市其他镇区污水 PPP项目提供范例。

固废处理业务：由于公司收购了天乙能源，本年增加固废收入。报告期内，公司垃

圾焚烧发电业务收入 2,787.48万元。

工程建筑业务：2016年 2月，公司通过珠海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拍方式以 7,708.72

万元收购公用工程 100%股权。 公用工程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多项资

质。本次股权收购增强了公司综合服务和对外投资拓展的能力。

市场管理业务：报告期内，市场管理业务收入 9,982.75万元，同比增长 15.16%，主要

原因：一是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期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收入同比增长 8.07%；二是受“营

改增”政策影响，收入同比增长 6.97%。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项目，农产品交易中心项

目建设二期的工程建设在平稳推进；黄圃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完成了“EPC+ 运营”

的公开招标，且正按计划推进中。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农贸、农批市场业务的管理

及盈利水平，公司积极借鉴行业领先企业的市场管理经验，下半年将完成从“传统收

租”转向“主动培育业态、与客户同发展”的市场经营模式的转型。同时，完成商贸公司

的注销工作。

运营管理提升：公司强化以环保水务为核心业务的战略定位，持续优化年度经营

绩效、岗位绩效考评体系建设，在考核导向方面加大项目投资及营收的考核比重。完善

了相应的问责机制，并积极推动股权激励机制尽早出台。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本年收购了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因公司与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属同一控

制人，所以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范围增加了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②中山市中港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4日注销，2016年不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85�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6-043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一）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陈爱

学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详情请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2016 年半年度报告》 及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6-045）。

二、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爱学、何锐驹、陆奕燎、王明华、何清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了独立

意见。 具体详情请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 《关于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6）。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的议案。 具体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说明》。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6-04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一）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林灿华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具体详情请见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 《2016 年半年度报告》 及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6-045）。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6-046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公司预计 2016年与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法水务” ）的日常关联

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11,00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与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

司（下文简称“大丰水务”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11,000.00 万元人民币的

范围内进行。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年 3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鉴于公司于 2016年 1月 25日召开的 2016年第 3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于 2016年 3月 8日完成了对中山公用

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用工程” ）100%股权的收购，对 2016 年关联交易进行调

整。 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6-008），及 2016 年 3 月 9 日披露的《关

于收购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6）。

现对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调整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一）原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1、 预计与中法水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11,000.00 万元人民币的范围

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中法水务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等交易。

2、 预计与大丰水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11,000.00 万元人民币的范围

内进行，此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大丰水务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等交易。

上述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说明

1、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预计 2016 年与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汇集团” ）的

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1,510.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 此次预计的关联交

易事项系与中汇集团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市场租

赁、偿还贷款本息、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交易。

（2）公司预计 2016年与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山岐江河环

境治理” ）的日常关联交易在总金额不超过 2,016.00万元人民币的范围内进行。此次预

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系与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建筑物及提供劳务等交易。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中汇集团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偿还贷款

中

汇

集

团

900.00 0.00 0.00

向关联人偿还贷款利息 70.00 70.21 1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200.00 55.05 0.14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150.00 146.47 1.01

市场租赁 90.00 77.00 0.53

接受劳务 100.00 0.00 0.00

合计 1,510.00 348.73 -

（2）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中山岐江河环境

治理

2,000.00 20,901.22 53.54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建筑物 16.00 15.64 0.11

合计 2,016.00 20,916.86 -

注：上述关联交易的上年实际发生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均已作追溯。

（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本次调整前预计金额 2016年上半年实际发生额 2016年调整后预计金额

中山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11,000.00 4,428.31 11,000.00

中山市大丰自来水有限公司 11,000.00 4,111.03 11,000.00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1,073.46 1,510.00

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 306.65 2,016.00

合 计 22,000.00 9,019.46 25,526.00

（四）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2016年 8月 29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陈爱学、何锐驹、陆奕燎、王明华、何清均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议

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关联方：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肆亿零肆佰肆拾柒万伍仟贰佰陆拾叁元贰角叁分

主营业务： 对直接持有产权和授权持有产权以及委托管理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对外投资。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

中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7.66%的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05.31

资产总额 1,873,406.46

净资产 680,271.42

营业收入 68,753.98

净利润 8,139.35

（2）关联方：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捌仟陆佰伍拾万元

主营业务：承接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岐江河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营运管

理。

住址：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 6楼附楼

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为中汇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05.31

资产总额 31,254.33

净资产 28,500.13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的规

定，中汇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2）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是公司控股股东中汇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依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规定，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有长期的合作经验，上

述关联方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和良好的经营诚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基准,以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进行交易。

1、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向中汇集团出租房屋建筑物、市场租赁、偿还贷款本息、提供

劳务、接受劳务等。

2、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向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出租房屋建筑物及提供劳务等。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中汇集团及中山岐江河环境治理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按照日常经营需要实

际发生时签署。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

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人经营活动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该关

联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主要业务具有独立性，不会

因为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关联方控制。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等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经核查，关于公司调整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发

展所必需的，调整部分的关联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

回避表决程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规

范性文件等的规定，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询问。根据公司提

供的有关资料,现基于独立判断就以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在对调整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审议时，公司的

关联董事陈爱学、何锐驹、陆奕燎、王明华、何清均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因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可上述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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