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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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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高登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剡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1,311,180,718 109,514,120,965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872,884,022 76,608,921,127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8,942,725 1,732,925,121 26.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3,638,977,156 10,607,192,914 2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3,217,732 1,155,094,163 8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54,339,652 827,931,504 8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77 1.63

增加

1.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0632 0.21797 8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0632 0.21797 86.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2,841,6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9,949,51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6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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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24,7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53,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5,781

所得税影响额

-31,798,649

合计

598,878,0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7,6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48,869,927 36.78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1,298,038,385 24.49 0

未知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6,829,407 5.98 0

未知 境外法人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86,713,246 5.4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0,652,169 2.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70,249,600 1.3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兴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客

户资金

49,717,661 0.94 0

未知 未知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33,509,995 0.63 0

未知 未知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28,279,588 0.53 0

未知 未知

普信投资公司

－

客户资金

22,751,207 0.4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48,869,927

人民币普通股

1,948,869,927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298,038,38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298,038,38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6,829,407

人民币普通股

316,829,407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6,713,246

人民币普通股

286,713,24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0,652,169

人民币普通股

110,652,16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249,600

人民币普通股

70,249,600

兴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49,717,661

人民币普通股

49,717,661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33,509,995

人民币普通股

33,509,995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28,279,588

人民币普通股

28,279,588

普信投资公司

－

客户资金

22,751,207

人民币普通股

22,751,2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就董事会所知，上述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本集团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年初上升342.1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将部分闲置资

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年初下降86.8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发放了上一年度计提

的年终奖金所致。

3、报告期末，本集团应付利息余额较年初上升81.15%，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按期计提的公司债

券利息尚未到付息期。

4、报告期内，本集团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上升422.39%，主要是因为本集团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内容发生变化所致。

5、报告期内，本集团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为0，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无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6、报告期内，本集团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上升2,221.95%，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出售部分股票取

得的投资收益同比上升所致。

7、报告期内，本集团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35.1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取得政府补助和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8、报告期内，本集团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88.04%，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本集团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39.40%、

92.81%和86.41%，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产品销量增加、销售价格上升以及股票投资收益同比增加所

致。

10、报告期内，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去年同期下降72.97%，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

本集团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11、报告期内，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去年同期下降72.36%，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

新增贷款同比减少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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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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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登榜

日期 201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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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小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乔彦军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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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2,038,375.78 332,573,819.86 -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621,550.04 31,138,409.00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4,426,151.00 31,099,423.53 10.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280,598.74 127,807,035.61 -12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42 0.0308 1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42 0.0308 1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3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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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659,213.36 3,785,600,783.23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8,819,539.50 2,643,860,443.0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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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4,116.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133.02

合计

195,39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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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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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5% 642,884,262 0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

山金金控稳健一号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10,300,000 0

卢志高 境内自然人

0.32% 3,246,949 0

谭石庆 境内自然人

0.13% 1,286,701 0

杨水莲 境内自然人

0.13% 1,273,700 0

杨剑雄 境内自然人

0.12% 1,255,75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2% 1,165,500 0

彭伟 境内自然人

0.11% 1,129,082 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11% 1,109,300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10% 1,01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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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42,884,262

人民币普通股

642,884,26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山金金控稳健一

号基金

1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0

卢志高

3,246,949

人民币普通股

3,246,949

谭石庆

1,286,701

人民币普通股

1,286,701

杨水莲

1,2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700

杨剑雄

1,255,7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55,7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500

彭伟

1,129,082

人民币普通股

1,129,082

吴浩源

1,109,3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09,3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015,683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15,6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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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第

4

位的股东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排名第

3

位的股东部分为信用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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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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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本期发生数为27,203.8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20%；营业成本本期发生数为20,222.59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21.11%。主要原因是受房地产开发、销售周期影响，本期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结转同比减

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数为934.8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9.18%，主要原因是实施“营改增” 后取消营业

税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数为350.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50%，主要原因是新项目前期推广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为-237.5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6.44%，主要原因是本期协定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发生数为48.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1.19%，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使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本期发生数为37,395.3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8.80%，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中收到的售楼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发生数为1.7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5.46%，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的固定

资产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发生数为1,037.9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48%，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

务本金和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2,215.61万元，比年初增加65.8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缴增值税及土地增值税

所致。

应付账款期末数为10,538.68万元，比年初减少37.5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完工开发产品结算尾款所

致。

预收账款期末数为41,307.10万元，比年初增加26.77%，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房款及预收工程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2,184.96万元，比年初减少43.90%，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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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控股股东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A股：证券简称：深深房A，证

券代码：000029；B股：证券简称：深深房B，证券代码：200029）自2016年9月14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6年9

月14日、9月22日和9月2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6-022号）、《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23号）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24号）。经确认，该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6-025号），并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的公告》（2016-027

号）。

停牌期满1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上市公司于2016年10月

1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2016-028号）。

停牌2个月期满前，根据公司2016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1月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

牌期限自首次停牌之日累计停牌不超过3个月。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继

续停牌的公告》（2016-039号）。

停牌3个月期满前，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

牌筹划重组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47号）。经申请，公

司自2016年12月14日开市起继续股票停牌，并承诺公司股票自首次停牌之日累计停牌不超过6个月（即至

2017年3月13日）。

停牌6个月期满前，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详见公司于

2017年3月11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者网上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2017-012号）。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先后于2017年3月14日和4月14日批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2017-013号、

2017-024），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中小股东投资者权

益，公司股票将自2017年4月14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预计将在2017年5月14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

04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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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5,500 -- 7,500 13,473

下降

59.18% -- 4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44 -- 0.0741 0.1332

下降

59.16% -- 44.37%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房地产开发、销售周期影响，本期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结转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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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基本面情况及资产重组进展情

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2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项目开发销售进展、资产重组进

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2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年报预约批露时

间及资产重组进展和预计复牌时间，未提

供书面资料

2017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复牌时间及投资者说

明会召开相关事宜，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复牌时间，未

提供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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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 �公告编号：2017-030）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2016年4月28日在深房广场47楼召开第二

十一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符合《公司法 》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

经审议，会议全部议案均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同意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

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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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17-028）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5日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4日-2017年4月25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上午9:30至 11:30， 下午13:

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下午15:00至2017年

4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周建国董事长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42,884,7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5475％。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42,884,2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54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

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各项议题：

议案1.00�《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0�《2016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0�《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884,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钟元茂、陈英革。

（三）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17-029）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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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在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周建国董事长主持，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通过了《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2017年4月26日巨潮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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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百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红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红梅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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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7,700,410.07 128,453,739.47 6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14,163.69 -3,164,515.44 43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879,982.93 -1,996,328.38 49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10,016.41 73,263,110.54 -10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43 -0.0073 432.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43 -0.0073 43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0.4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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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490,264.42 1,067,790,501.39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5,505,751.12 774,991,587.4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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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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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000.00

东莞新东方收到省级财政补助资

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58,227.34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7,506.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7,809.23

合计

2,634,18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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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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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1% 165,259,343 165,259,343

质押

100,000,000

龚锦娣 境内自然人

1.53% 6,601,299

朱燕梅 境内自然人

1.20% 5,200,809

嵇跃驰 境内自然人

0.54% 2,317,652

戴星 境内自然人

0.37% 1,611,3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陕国投·新

毅毅赢

3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4% 1,490,015

周珠林 境内自然人

0.31% 1,325,8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1,188,400

苏颖渊 境内自然人

0.22% 930,000

郭喆 境内自然人

0.21% 89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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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锦娣

6,601,299

人民币普通股

6,601,299

朱燕梅

5,200,809

人民币普通股

5,200,809

嵇跃驰

2,317,652

人民币普通股

2,317,652

戴星

1,6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1,3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新毅毅赢

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90,015

人民币普通股

1,490,015

周珠林

1,3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5,8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8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400

苏颖渊

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

郭喆

896,450

人民币普通股

896,450

缪蔚剑

893,850

人民币普通股

893,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锦娣、朱燕梅存在关联关系。龚锦娣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妻、朱燕梅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

女。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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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珠林通过光大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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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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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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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伦投资” ）将持有的公司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份1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2%）质押给庞雷先生作为借款担保。所借得款项用于支

付前期股份质押借款及利息，借款到期日为2017年3月13日。目前伟伦投资因无力偿还庞雷先生借款，庞雷

已将伟伦投资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述诉讼事项结果不排除质押股份被拍卖或强制过户情形，

由此造成伟伦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将下降，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上述诉讼事项尚

未了结，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股东伟伦投资因无力偿还庞雷先

生股份质押借款，被诉讼至法院，目前该诉

讼事项尚未了结。

2017

年

04

月

08

日

2017-023

宏达新材：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

进展暨诉讼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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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1,000

至

2,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89.2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本期经营利润好于上期。

2

、上期支付给优利德赔偿金及诉讼费

509.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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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7-035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 2017年4月20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百祥先生主持，应到

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细内容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7-036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2017年4月0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7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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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85� � � �公司简称：海螺水泥

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