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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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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格力集团” ）全资子公司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金

投” ）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诺信” ，格力金

投和金诺信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 元 / 股至 7 元 / 股

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至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后

方可实施上述增持计划，且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本次增持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履行 2019 年 8 月 7 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披露的增持计划之进展。

● 格力金投于 2019年 8月 13日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66,183,344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5.00%。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2,366,700 股，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的 10.00%。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6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

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5 元 / 股至 7.5 元 / 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

至 5%，该增持计划完成后，未来 6 个月内无进一步增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长

园集团战略投资者，本次增持计划不以谋求长园集团控制权为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或“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7 日

披露的《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及《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2019 年 8 月 6 日

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66,183,356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的比例为 5.000001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

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 元 / 股至 7 元 / 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 3%至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上述增持计

划。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16），格力金投于 2019年 8 月 13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37,241,796 股，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的 2.8135%。本次增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3,425,152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7.8135%，持有股份数量超过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山东科兴药

业有限公司（持有长园集团 103,425,0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135%），信息披露义

务人成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本次增持情况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9年 9月 26日

披露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收到格力金投和金诺信的 《告知函》， 格力金投于

2019年 10月 9日至 2019年 10月 3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长园集团股份 28,941,548 股； 连同 2019 年 8 月 13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增持的 37,

241,796股，合计增持 66,183,344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5.00%，已达到前次增持计划

上限。本次增持完成后，格力金投与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132,366,700 股股份，占

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10.00%。本次增持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 2019 年 8 月 7 日《长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增持计划之进展。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金诺信的控股股东格力集团看好长园集团未来的发

展前景。格力金投及金诺信作为长园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将继续积极支持上市公司的

发展。本次权益变动前，长园集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园集

团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长园集团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于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6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

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 5.5元 /股至 7.5元 /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至 5%，该增持计划完成后，未来 6个月内无进一步增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

长园集团战略投资者，本次增持计划不以谋求长园集团控制权为目的。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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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

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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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运持有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2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22%；副总经理刘峰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7%。

上述人员的股份来源均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2019 年 8 月 2

日，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并已上市流通，本次解锁股票数量：51.20 万股;其中，李运、刘

峰本次解锁股票数量分别为：80,000 股、60,000 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李运因个人资

金需求拟减持股份，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20,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223%； 刘峰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15,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167%，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李运、刘峰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 减持期间均为自本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3 月 1 日），若在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根据股本变动

对减持数量、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并在窗口期内不得减持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 李运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20，0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23%；刘峰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5,000 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67%。本次李运、刘峰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运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0.22% 其他方式取得：200,000 股

刘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000 0.17% 其他方式取得：150,000 股

注：原尚股份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予 18

名激励对象 128 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8 年 7 月 3 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 年 8 月 2 日。本次股权激励中，李运、刘峰

分别获得 20 万股、15 万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李运 20,000 0.0223%

2019/9/30 ～

2020/3/1

集中竞价

交易

20.24 －

20.45

406,900 已完成 180,000 0.20%

刘峰 15,000 0.0167%

2019/9/30 ～

2020/3/1

集中竞价

交易

20.30 －

20.30

304,500 已完成 135,000 0.1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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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深圳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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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深圳设立深圳分公

司，该分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务。本次设立深圳分公

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设立深圳分

公司事项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

下：

一、 设立深圳分公司基本情况

1.�分公司名称：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公司类型：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

3.� 营业场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南园新村南贤商业广场

A座 703

4.�负责人：柴正柱

5.�审议情况：本次投资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6.�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本次设立深圳分公司的意义

本次分公司的设立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

经营发展战略，对公司业务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23

2019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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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柯卡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理由

是：

一、 关于半年报未答复交易所问询事宜的处理方案需符合监

管相关规则和要求，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若公司出现损

失，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北方信托 - 上海顺莹单一资产信托计划 3900 万元投资问

题：

此笔交易涉及关联方仇瑜峰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请公司立即

进行调查并追回占用资金。

上海新黄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信托计划投资项目“北方

信托一上海顺莹单一资产信托计划” ， 投资总金额 3，900 万元。

信托产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给上海顺莹贸易有限公司， 期限 1

年，综合利率为年化 14.5％；上海盛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对应资产抵押担保，上海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此信托产

品提供信用担保。

柯卡生董事认为此笔交易涉及的具体关联关系如下:

1、新黄浦现任董事长仇瑜峰在上述抵押担保人上海盛源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职务，这直接构成了高管关联关系；

2、上海盛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永兴，同时

是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而仇瑜峰是宁夏申

银特钢的董事兼总经理， 袁永兴与仇瑜峰控制的中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存在直接关联关系；

3、 中崇投资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盛誉莲花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历史股东为上海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交易信用担保人)

和上海盛源天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抵押担保人和信用担保人归

属同一控制人)，两者 2017 年 7 月将盛誉莲花股权转让给中崇投资

集团。

4、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第八条“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

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此投资为新黄浦公司非主营业

务，且对应抵押担保资产无流动性，存在难以收回借款风险，涉嫌

上市公司利益倾斜和输送。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仇瑜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车海辚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段铭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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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7,251,757.81 12,579,602,007.29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6,014,684.87 4,575,509,764.82 -2.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0,924,550.44 -639,576,529.38 -22.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64,428,325.20 875,398,490.21 -2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17,750.52 122,948,131.18 -6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64,467.48 98,479,331.57 -8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8 2.94 减少 2.1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51 0.1826 -6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51 0.1826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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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7,104.54 23,798,462.1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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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5,314.17 9,633,629.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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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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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366,486.12 -4,366,486.1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6,750.01 -2,937,540.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4,232.63 375,187.79

所得税影响额 -142,273.95 -7,149,969.68

合计 -1,928,858.74 19,353,2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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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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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120,701,293 17.92 质押 120,420,000 国有法人

上海盛誉莲花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672,770 17.7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5,107,090 12.64 无 国家

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923,241 4.74 质押 31,92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5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378,410 2.58 无 其他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8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861,870 2.50 无 其他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丹泽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896,600 2.06 无 其他

北京禾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禾晟源稳进二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1,802,618 1.75 无 其他

深圳市千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千榕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1,286,861 1.68 无 其他

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628,000 0.84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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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120,701,293 人民币普通股 120,701,293

上海盛誉莲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19,672,77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72,770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

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5,107,090 人民币普通股 85,107,090

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923,241 人民币普通股 31,923,241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378,410 人民币普通股 17,378,41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6,861,870 人民币普通股 16,861,87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丹泽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3,89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96,600

北京禾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禾晟源稳进二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802,618 人民币普通股 11,802,618

深圳市千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千榕稳健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286,861 人民币普通股 11,286,861

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2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还分别通过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安坤 8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丹泽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新黄浦股票 17,378,410 股、16,861,870 股、13,

896,600 股。

2.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盛誉莲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3.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全资子公司。

4.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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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 9 月 30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结算备付金 39,871,117.06 17,110,936.74 133.02% 报告期下属金融公司结构化主体持仓量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425,065.17 执行新金融准则，报表项目调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8,622,555.03 -100.00% 执行新金融准则，报表项目调整

应收票据 15,691,376.46 965,274,900.00 -98.37%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兑付所致

应收账款 24,733,902.05 13,411,829.12 84.42% 下属子公司应收贸易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9,743,508.81 96,972,050.26 44.11% 本期增加新项目土地拍卖保证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86,000.00 1,142,002.01 73.91% 报告期下属金融公司出售国债所致

存货 6,715,994,340.25 4,898,286,848.23 37.11% 报告期内新增项目土地款及开发建设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 1,171,990,665.87 502,045,916.64 133.44%

报告期内下属金融公司客户权益增加对应交易所

保证金增加及执行新准则报表项目调整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65,139,172.16 -100.00% 执行新金融准则，报表项目调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35,393,789.50 执行新金融准则，报表项目调整

衍生金融负债 2,310,543.00 561,341.80 311.61% 报告期内下属金融公司购买期权产品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899,792.41 -100.00% 本期下属投资子公司当期融资融券业务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765,670.29 21,988,132.31 -78.33% 年初实际支付上年度经营考核奖

应交税费 32,330,886.41 205,875,151.90 -84.30% 报告期缴纳上年度预提企业所得税

其他流动负债 1,141,280,449.72 231,354,113.71 393.30%

报告期内下属金融公司客户权益增加，相应应付客

户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2,763,000,000.00 1,047,560,000.00 163.76%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项目开发贷和经营性物业贷款

应付债券 496,936,492.49 2,138,966,546.84 -76.77% 报告期内偿还公司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3,306,168.13 38,202,818.17 39.53%

下属金融公司及权益法核算公司金融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08,018,510.51 142,940,070.64 45.53% 新增下属贸易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 7 一 9 月 2018年 7 一 9 月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3,175,793.05 116,976,160.63 48.04%

报告期内商品房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使得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成本 119,234,299.96 66,113,882.86 80.35%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相应营业成本

较上年同期增加。

税金及附加 8,493,589.78 6,321,516.38 34.36%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相应税金及附

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销售费用 28,919,447.70 17,412,323.02 66.09%

下属房地产项目加大房产销售力度， 相应房产销

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57,434,747.09 34,192,002.22 67.98%

公司下属金融公司业务规模扩展，相应 IT 及人工

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91,860.36 13,166,544.00 118.17%

上年同期子公司其他应收款收回， 相应冲回资产

减值损失。

其他收益 107,802.17 548,187.32 -80.33%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减少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2,690,290.46 4,776,327.51 165.69% 下属权益法核算公司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10,211.69 95,036.06 1489.09%

报告期内下属金融公司金融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营业外收入 5,184,389.27 2,137,450.10 142.55% 下属子公司本期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3,274,631.74 207,278.23 1479.82% 下属项目公司本期支付土地款滞纳金所致

利润总额 -32,388,320.46 16,024,748.61 -302.11% 报告期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 1 一 9 月 2018年 1 一 9 月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的现金

22,175,228.12 16,184,828.13 37.01%

下属期货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相应增加手续费

等收入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29,713,309.01 768,071,869.68 73.12%

报告期下属金融子公司投资产品收回及公司

上年转让鸿泰股权应收票据兑付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46,895,563.96 94,940,532.90 -50.61%

报告期内下属金融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较上

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595,736.86 5,094,087.57 127.63%

下属金融公司取得的与投资相关的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24,761,700.23 7,046,127.28 251.42% 报告期新增长期贷款置换费用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1,145,714.79 917,508,279.25 -84.62% 下属子公司投资规模较上年同期下降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270,440,000.00 380,560,000.00 496.61%

报告期总部及下属项目公司取得银行借款较

上年同期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85,000,000.00 220,000,000.00 938.64% 报告期偿还公司债及归还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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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房地产相关情况

(一)房地产销售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可参见下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经营业

态

项目状

态

公司实际

权益

报告期内新增开

工面积（㎡）

报告期内竣

工面积

（㎡）

报告期内签约面积

（㎡）

报告期内签约金

额

1 上海 佘山逸品苑 住宅

竣工销

售

65% 11,352.28 40,488.11

2 浙江嘉兴 海派秀城 商办 完工 100% 621.49 1,009.59

3 上海

闵行区吴泾镇紫竹科

学园区MHP0-1001 单

元 10A-05A地块

住宅 在建 100% 186,869.61

4 浙江湖州 新黄浦花园名都 住宅 在建 80% 0 0 5,481.04 5,674.53

5 浙江湖州

新黄浦花园名都 （三

期）

住宅 在建 80% 39,480.00 0

（二）房地产出租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房地产出租情况可参见下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态

出租房地产的建筑面积(平

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租金收

入

报告期末出租率

1 上海 科技京城 写字楼 58,615.39 5,816.80 71.82%

2 浙江嘉兴 海派秀城 商办 2,393.00 44.30 24.96%

公司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故没有要披

露的租金收入占房地产公允价值比。

公司名称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仇瑜峰

日期 2019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19-047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

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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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好太太” ）于 2019 年

4月 23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本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主要用于购

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参见 2019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

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7）。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购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利多

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已经全部赎回，公司已收回理财产品募集资

金的本金和收益，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元） 到期收回到账时间 收回本金（万元） 实际获得收益（万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00 2019年 10 月 24 日 8,000.00 76.27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8,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理财保本型“随心 E” 2017年第三期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 2017年第三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签约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4）投资额度：8,000万元

（5） 预期年化收益率：3.05%-3.4%（28 天一 62 天收益率为 3.05%；63 天一 91 天

收益率为 3.2%；92天 -181天收益率为 3.3%；182天一 365天收益率为 3.4%）

（6）收益起算日：2019年 10月 28日

（7）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三、主要风险揭示

1、上述理财产品有投资风险，属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2、上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签约银行所揭示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延期支付风险、其他风险等银行理财产品常见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了信誉好、规模

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选择了

低风险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公司选择银行发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能够有效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与签约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公告所列理财产品在内，公司目前未到期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

名称

产品

发行人

产品

类型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金额 状态

资金

来源

1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 E”

2017 年第三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9年 10 月

10 日一一无

固定期限

3.15%-3.5% 12,000.00 未到期

闲置募集

资金

2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 E”

2017 年第三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9年 10 月

28 日一一无

固定期限

3.05%-3.4% 8,000.00 未到期

闲置募集

资金

七、备查文件

1、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理财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19-046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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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

开了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合计）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本金的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

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上述事宜，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参见 2019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广东

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7）。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之步步高升

理财计划” 产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收益宝” 4 号、中信银行广州双塔

支行共赢利率结构 29320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已全部赎回， 公司已收回理财产品自

有资金的本金和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元）

到期收回到账

时间

收回本金（万元）

实际获得收益（万

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 JG100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8,000.00

2019 年 10 月

24 日

18,000.00 171.6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

益凭证“收益宝” 4 号

保本型浮动收益凭

证

10,000.00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0,000.00 149.59

3

共赢利率结构 29320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0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000.00 196.96

二、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公司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 18,0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180天），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3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80天）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签约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4）投资额度：18,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3.8%-3.9%

（6）收益起算日：2019年 10月 25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 4月 22日

2． 公司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 10,000万元购买了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

年 2275期人民币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9年 2275期人民币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签约公司：平安银行广州信源支行

（4）投资额度：10,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3.8%

（6）收益起算日：2019年 10月 25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 4月 23日

3． 公司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 20,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广州双塔支行共赢利

率结构 2997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 29997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签约公司：中信银行广州双塔支行

（4）投资额度：20,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3.9%-4.4%（联系标的“美元 3 个月 LIBOR 利率” 小于或

等于 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3.9%；联系标的“美元 3 个月 LIBOR 利率” 大于

4.00%，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为 4.4%。）

（6）收益起算日：2019年 10月 28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 2月 05日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了信誉好、规模

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选择了

低风险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与签约公司、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截止本公告日，包含本公告所列理财产品在内，公司目前未到期的自有资金理

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70,000万元。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发行人 产品类型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金额 状态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 多 公 司 19JG1759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9 年 7 月 4 日

-2020 年 1 月 6 日

4.05%-4.15% 10,000.00 未到期

2

利多多之步步高升理

财计划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19年 7 月 4 日一

无固定期限

2.8%-3.8% 2000.00 未到期

3

共赢利率结构 29320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广州双

塔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9年 9 月 27 日

一 2019 年 12 月 26

日

3.85%一 4.35% 10,000.00 未到期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公司 JG1003 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180 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9年 10 月 25 日

一 2020 年 4 月 22

日

3.8%-3.9% 18,000.00 未到期

5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 2019 年 2275 期

人民币产品

平安银行广州信

源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9年 10 月 25 日

一 2020 年 4 月 23

日

3.8% 10,000.00 未到期

6

共赢利率结构 29978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广州双

塔支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19年 10 月 28 日

一 2020 年 2 月 05

日

3.9%-4.4% 20,000.00 未到期

六、备查文件

1、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理财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