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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82                                              公司简称：广东明珠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刘婵女士 因公出差 廖朝理先生 

 

1.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董事会 2017年 3月 7日通过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母公

司 2016 年实现净利润 171,954,014.52 元，本年度计提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17,195,401.45

元，2016年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 154,758,613.07元，按 2016年末股本 466,824,742 股为基数，

每 10股派 0.35元现金红利（含税），共派现金 16,338,865.97元，占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

10.56%。派送现金红利后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2,025,926,022.98 元，结转 2017 年度。公司本年度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预案待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东明珠 6003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杏 

办公地址 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 

电话 0753-332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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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gdmzh@gdmzh.com 

 

2.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2.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商品贸易；参与实业投资，如参股、控股实业，对实业

实施委托贷款业务；参与 PPP 模式项目合作，致力于土地一级开发；参与共同合作投资房地产开

发项目；对公司现有物业实施对外出租等业务。 

2.2.2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1）贸易业务：随着国家深化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宏观政策对实体经济扶持的影响，兴宁地

区的建材、机电设备部件等需求在不断扩大，为公司带来了商机。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上市

公司的品牌、资金、信誉等优势，以满足当地企业需求为导向，在国内贸易行业总体增速放缓的

背景下，充分利用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渠道获得充足资金，仍然实现了贸易业务的稳定发展。 

（2）实业投资：多年来，公司秉承实业投资的发展方向，针对不同投资对象，分别采用股权

投资或共同合作方式实现投资。目前，通过股权投资涉足酒业、铁矿、金融、汽车制造等行业，

在 2016年度收到参股公司分红款共计 83,249,000.00 元，同时对符合公司战略布局的参控股公司

进行增资，为公司投资业务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在“三降一去一补”的总基调

中，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仍存在良好的发展空间，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共同合作投资方式参

与本地优质房地产企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公司未来发展建立新的利润增长点。 

（3）参与 PPP模式项目： 

土地一级开发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在一级开发过程中，征地补偿、房屋拆迁、土地平整、基础设

施配套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的 PPP 模式是当前土地一级开发

的创新举措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务院指出：发展 PPP 模式有利于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优质高

效的公共服务、利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

服务“双引擎”。在股市、债市等领域对资产吸纳作用减弱的背景下，PPP模式项目有效承接了由

此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公司自 2014 年 11月通过 PPP 模式参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

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以来，结合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存在相对较宽融资渠道的竞争优势，在兴

宁市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及兴宁市土地市场前景日益看好的背景下，促使公司获得能够集中资金

致力于投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良好发展机遇,将有利于推进该项目的实施进程并有利于保证项

目成功完成,实现公司预期收益。 

 

2.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3.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5,792,674,245.79 3,219,870,180.34 79.90 2,704,949,5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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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9,564,934.23 217,699,521.57 10.04 135,256,77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7,202,706.00 157,172,576.57 12.74 843,917,74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5,795,253.47 111,062,945.80 31.27 77,044,57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782,964,639.33 2,642,217,692.47 81.02 2,495,297,51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9,823,731.02 -1,213,421,165.08 44.80 -395,326,30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46 8.70 2.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46 8.70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14 6.12 增加0.02个

百分点 

40.65 

2.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70,678,894.02 43,981,697.10 44,288,621.43 80,615,72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592,202.60 103,441,653.93 21,739,959.23 33,428,89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79,238.48 94,830,597.27 15,002,930.24 24,382,48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1,218,036.14 -64,047,506.71 -70,307,668.08 -384,250,520.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4股本及股东情况 

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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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2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8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 46,278,987 114,612,036 24.55 46,278,987 质押 54,660,000 境内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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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 有法人 

兴宁市金顺安

投资有限公司 

51,311,069 51,580,069 11.05 51,311,069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兴宁市众益福

投资有限公司 

27,488,086 27,488,086 5.89 27,488,086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卓越品

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6,204,989 6,204,989 1.33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产业活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200,000 4,200,000 0.90 0 未知 0 未知 

博时价值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3,804,907 3,804,907 0.82 0 未知 0 未知 

深圳市金惠丰

实业有限公司 

3,363,269 3,363,269 0.72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东吴嘉禾优

势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3,015,548 3,015,548 0.65 0 未知 0 未知 

敬瑞丰 2,959,405 2,959,405 0.63 0 未知 0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吴行业轮动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716,128 2,716,128 0.58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

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

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

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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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是公司深化战略调整阶段核心工作的一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各种内外部挑

战，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本着对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负责任的态度，发扬同心同

德，团结合作精神，秉承“致力实业投资，做优做强广东明珠”的经营理念，以“稳健经营”、“风

险控制”为核心，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努力完成董事会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795,253.47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31.27%。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度，公司成功实现 PPP项目的筹资、融资目标，为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推进南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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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向以中国农业银行梅州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申请融资授信

10亿元提供担保，保证了 PPP项目的资金来源；2016 年 11月 21日，公司以 15.99 元/股的价格

完成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25,078,142 股，募集资金总额 1,999,999,490.58 元，募集资金净

额 1,979,999,495.67 元全部用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公司通过加强投资管理并适时调整投资结构，全面压缩委托贷款业务发放规模，实现委托贷

款本息安全回收，报告期末公司委托贷款较年初减少了 17.99%；通过加强与参、控股公司的沟通、

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实现分红收益 83,249,000.00元；在巩固原有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基础上，

积极发展新的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满足公司贸易业务的资金需求，实现销售收入稳定发展；按计

划完成资产清理、厂房改造等工作，实现经营资金的盘活；通过加强内控规范，严格审查各项支

出，减少成本开支；积极使用暂时闲置的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参与共同合作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为

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内部控制管理

水平，各部门通力合作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岗位培训，推进人才引进工作，

顺利实施 2016年度员工培训计划，努力提升公司的人才竞争优势；通过多种渠道依法依规传递公

司重大信息，保证与投资者的及时沟通，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与信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9,564,934.2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4%；实现营业利润

208,370,969.7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3.26%；实现利润总额 209,195,682.24 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13.92%；实现净利润 178,406,563.8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77,202,706.00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45,795,253.4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27%。 

 

3.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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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期末实际出

资额 

广东明珠集

团广州阀门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8,000.00 

阀门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销售：

钢材，建筑材料，电器机械，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水暖器材，百货，针、纺织品，棉纱；

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8,520.00 

广东明珠集

团置地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60,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实业投资；设备

和物业租赁；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9,647.65 

广东明珠集

团城镇运营

开发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0.00 

土地一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开发建设；城市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市政公用设施

经营管理；拆迁安置相关服务；能源

及交通行业投资及管理；教育产业投

资及管理；文化传媒投资及管理；投

资管理咨询服务。 

276,000.00 

注：上述子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情况参见财务报告报表附注六，持有子公司股权比例及表决权比例

等情况参见财务报告报表附注七-1。 

 

 

董事长： 张文东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