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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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仁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晓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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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30,585,063.69

1,091,034,110.05

3.63%

613,502,568.27

665,847,566.18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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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30,869.11

13.79%

406,146,500.26

10.09%

-63,546,525.88

-2,016.15%

-52,344,997.91

-360.66%

-17,364,305.99

-639.95%

1,197,923.60

-93.95%

-167,320,540.40

-1,2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4

-2,014.29%

-0.1214

-36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4

-2,014.29%

-0.1214

-36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2%

-10.57%

-8.18%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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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系本期对双流工业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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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建筑物及部分老旧设备进行
-45,079,288.85

拆除，造成固定资产损失
4530.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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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主要系公司以双流工业园土地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评估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业康
-1,782,381.61

置业所产生应缴纳的附加税及
印花税 178.83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01,251.05 主要系公司以双流工业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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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应预
提的企业所得税。
合计

-53,542,92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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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49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四川华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18.08%

77,923,973

王安全

境内自然人

5.00%

21,551,128

罗国秀

境内自然人

4.47%

19,279,254

聂富全

境内自然人

2.66%

11,462,242

丁书干

境内自然人

1.77%

7,650,000

马化勉

境内自然人

1.04%

4,499,531

林洁君

境内自然人

0.96%

4,149,300

其他

0.89%

3,839,677

赵顺斌

境内自然人

0.79%

3,406,100

曹立恒

境内自然人

0.56%

2,409,52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77,55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华宝
丰进”29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923,973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77,92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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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全

21,551,128 人民币普通股

21,551,128

罗国秀

19,279,254 人民币普通股

19,279,254

聂富全

11,462,242 人民币普通股

11,462,242

丁书干

7,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0,000

马化勉

4,499,531 人民币普通股

4,499,531

林洁君

4,149,3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9,300

3,839,677 人民币普通股

3,839,677

赵顺斌

3,4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6,100

曹立恒

2,409,520 人民币普通股

2,409,52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丰
进”29 号单一资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安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仁果的父亲，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王安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551,128 股。
罗国秀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279,254 股。
聂富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462,242 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丁书干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650,000 股。
马化勉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499,531 股。
林洁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149,300 股。
赵顺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4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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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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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7,390.00万元，主要系①本报告期公司以双流工业园土地评估投资入股成立全资子
公司业康置业，增值部分所预提土地增值税15,764.97万元期末列报入其他流动资产（实际缴纳金额以税务清算结果为准）②
本报告期业康置业接受土地投资入股产生待认证增值税进项税额1,360.81万元；
2、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749.87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广安思源酒店支付华神大厦房产转
让款3000万元；
3、预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547.40万元，主要系华神钢构公司工程项目完工，预收账款结转收入；
4、应交税金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6,895.73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以双流工业园土地评估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业康置业
所计提相关税费所致；
5、其他应付款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7,538.85万元，主要系关联方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无偿提供借款8000万元；
6、未分配利润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5,234.50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亏损减少未分配利润；
7、营业利润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507.78万元，主要系公司产业结构变化及现代中药产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
年初至本报告期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7.60个百分点；
8、净利润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242.71万元， 主要系①营业利润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507.78万元，
②为双流土地的后续开发，本报告期对双流工业园的地上建筑物及部分老旧设备进行拆除，造成固定资产损失4,530.69万元；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8,230.20万元，主要系①本报告期公司以双流工业园土地
评估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业康置业使得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10,224.93万元；②本报告期因主营品种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公司策
略性备货采购原材料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0,221.89万元；③年初至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同比增加4,078.92万元；④年初至本报告期支付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794.79万元；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546.89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广安
思源酒店支付华神大厦房产转让款3000万元；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9,735.76万元，主要系①公司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
11,700万元；②本报告期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无偿提供借款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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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土地盘活
2017年5月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位于双流区西航港
街道锦华路二段3号的一宗出让住宅兼商服用地作价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业康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9,881万
元，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2017-022）
2017年5月18日，成都业康置业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2017-023）
2017年6月1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报废处理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对该地块的地上建
筑物及部分老旧设备进行拆除，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讨论拟对上述固定资产进行报
废处理。根据《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相关规定，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固定资产报废预计影响公司2017年利润总额减少45,306,913.78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20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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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该地块的地上建筑物产权注销，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已完成。
2、关于向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借款8000万之事宜
2017年8月，公司与关联方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无偿提
供借款8000万元，借款期限自提供借款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若公司资金充裕，可根据自有资金情况提前偿还借款。2017
年8月21日，公司收到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800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借款尚未归还。
3、关于与四川阿坝牦牛产业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之债权事宜
该债权是2002年四川阿坝牦牛产业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坝牦牛公司）以“红原牦牛乳业改扩建工程指挥部”的
名义将“红原牦牛乳业改扩建工程项目”发包给华神钢构产生的应收工程款。截止本报告期末，经双方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16,044,449.47元（其中债权本金14,589,344.70元，孳息债权1,455,104.77元）。公司账面已确认债权本金8,992,920.00元（截止
2010年末该款账龄已为5年以上，对账面已确认的债权本金已按公司会计政策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基于谨慎原则，对其
余5,596,424.70元债权本金和1,455,104.77元孳息债权暂未确认收入。公司已对该债权的预计损失做了充分估计。
根据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法院2012年7月11日民事裁定书【（2012）红民破字第01号】裁定，阿坝牦牛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根据债权申报要求，华神钢构向阿坝牦牛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16,300,877.46元（其中债权本金14,589,344.70元，
孳息债权1,711,532.76元）及提请确认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2012年12月7日，阿坝牦牛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审核确认华
神钢构债权金额为16,044,449.47元（其中债权本金14,589,344.70元，孳息债权1,455,104.77元），但对华神钢构提请确认建筑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予认定。
根据四川省红原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2012）红原民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了四川阿坝牦牛
产业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该《重整计划草案》华神钢构可获清偿比例为总债权
额的3.01%，约482,937.93元。2017年4月10日，华神钢构收到清偿款482,937.93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十二桥房地产出售）2017 年 06 月 28 日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
653444?announceTime=201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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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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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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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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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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9 月 30 日

书面问询

个人

2017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报告期内回复投资者互动易问询百余
条，多为投资者问询生产经营等情况。
报告期内接听投资者电话百余次，多为
投资者问询生产经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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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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