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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7年6月16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2017年 6 月 16日至 2017年 6月 1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2、 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12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石花西路213号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 会议出席对象 

（1）2017年6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本次会议议程： 

一、会议登记：公司董事会和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对出席会议股东的股东资格合

法性进行验证。 

二、会议主持人于下午14:30宣布会议开始，审议以下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 

 

三、大会发言 

四、推举监票人三名 

五、股东投票表决 

六、计票人计票、监票人监票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表决统计结果 

八、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

的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一、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议案一： 

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6年，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开展工作，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根据工作实际情

况，董事会编制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附件一）。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二： 

关于《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6年，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开展工作，全体监事同心协力、精诚合作，很好地履行了职

责。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现编制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附件二）。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三： 

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结合

2016年度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 2017

年 4月 17日公告的《2016年年度报告》及《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四： 

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及公司

2016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附件三)。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五：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1,799,909,355.33元。 

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定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利润分配，以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60,000,273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41,200,005.4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存以后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

根据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确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六： 

关于《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6 年，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积极出席股东大会和各次董事会会议，

认真审议董事会会议各项议案，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利益

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编制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 2017

年 4月 17日公告的《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案七：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

华”）2016年年报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进行了评价，认为该所严格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认真履行了工作职责，对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出具了审计意见。在审计工作期间，瑞华年审注册会计师恪守职业道德，审

计程序执行到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审计工作。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及与瑞华友好协商，公司拟续聘瑞华为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决定其酬金。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一：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6 年，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勤勉尽责，积极开展工作。现对

2016 年的工作总结和 2017 年的工作安排作简要汇报如下，请审议： 

一、2016 年度工作总结 

（一）2016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2016 年，格力地产紧紧围绕全面转型升级，向城市综合运营商进军的目标，

紧跟城市发展节奏，牢牢抓住国企改革、自贸区、港珠澳大桥、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等提供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多个项目的拓展，尤其核心项目的顺利推进，

已形成房地产业、口岸经济业、海洋经济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业“3+2”

的产业布局，产业集群效应倍显。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7.99亿元，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5.60 亿元。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63.76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3.03亿元，分别比 2015年度增长 27.96%和 87.01%。 

（二）董事会履行职责情况 

1、召开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召开 20 次会议，其中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 3 次，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17 次，每次会议的召集、提案、出席、议事、表决

及会议记录均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公司全体董

事都出席了历次董事会，没有出现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内容主要涉及定期报告、利润分配、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章程》修

订、制度建设、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高管聘任、员工持股等。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责，对公司的相关事务做出决策。 

2、主持召开股东大会及执行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主持召开股东大会 5 次，其中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1 次，

2016 年临时股东大会 4 次。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担保事

项、聘请审计机构、利润分配、员工持股、修改公司《章程》、非公开发行股票

等议案并形成决议，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均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3、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各独立董事通过其所在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履行职

责，共计召开审计委员会 4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次，提名委员会 3次，战略

委员会 4次，就公司年报审计、薪酬考核、高管聘任等进行审议。并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利润分配、修改公司《章程》、高管聘任、员工持股等方面发表独立

意见，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内控制度建设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运作，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改。 

5、信息披露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临时公告共 91 个。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 

6、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设置专门投资者邮箱，及时

回复股东邮件，通过热线电话、网络交流等方式与投资者沟通，并积极开展多种

形式活动，热情接待机构及投资者参观、调研并解答相关问题。 

7、股东回报情况 

公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5年-2017 年）》和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利润分配。 

二、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计划 

2017年，董事会将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以销售为中心，转变传统思维、创新营销模式，全公司上下通力配合、

凝心聚力，充分把握市场机遇，推动公司发展跨越新高度、进入新阶段，为后续

长远、持续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和更有力的保障； 

（二）以落实集团化管控和授权经营为重点，全面升级内部管理体系，以提



                                                        

升管理效率，从而适应公司发展新阶段的管理要求； 

（三）继续深化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公司风险防范能力； 

（四）以加大各板块项目建设力度和资源获取力度为抓手，进一步夯实各板

块发展根基，提高各板块自力更生能力，着力促进“3+2”战略布局取得新成效。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二：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6年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和公

司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具体工作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9次监事会会议，会议情况如下：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1、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2、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1、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3、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4、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5、关于《2015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6、关于《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3、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4、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关于修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6、2016 年 8 月 11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1、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2、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7、2016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1、关于《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议案；2、关于《关于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8、2016年 10月 28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9、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二、监事会检查工作情况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依法列席了公司的部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公司的董事

会和经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督检查。监事会认为 2016 年度公司

能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运作，依法经营，决策程序合法，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公司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时能

勤勉尽职，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犯股

东权益的行为。 

 （二）关于公司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财务管理、财务报告等情况进行了持续

认真的检查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财务规章制度，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客观和公正的，公司的财

务报告能真实、客观、准确、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三）关于股东回报情况 

公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5年-2017 年）》和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利润分配。 

（四）关于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格

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重点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监督和审核，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过程完全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的要

求，不存在违规行为。 

（五）关于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5,560,804.78 元。 

（六）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各项关联交

易均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决策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协议执行情况良好，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战略需要，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权益。 

（七）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监督检查，认为公司已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提高了公司及下属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

风险防范能力，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股东权益，促进了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具有

合理性和有效性。 

（八）关于防控内幕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严格履行内

幕信息管理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公司如实、

准确、完整地填写《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在披露定期报告等重大事

项时，公司密切监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窗口期

的股票交易情况，杜绝内幕交易行为。 

（九）对公司董事、高管履职情况的监督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的董事、高管人员能够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

为，每次董事会会议均亲自参加，勤勉、尽职的履行职责，高管人员能够清正廉

洁，未发现有因个人私利违法乱纪的行为和法律诉讼事项。 

2017年，公司监事会将围绕公司整体经营目标，结合新形势，按照新要求，

不断探索、完善监事会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监督、促进规范、提高实效，确保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依法经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持续健康发展，切实

维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三：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6年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公司获得稳定、

快速的发展，财务状况健康、稳定。现将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6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编制的母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格力地产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格力地产

2016年 12月 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年度合并及公司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二、2016 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情况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312,176 254,492 22.67 

营业利润 79,454 172,938 -54.06 

利润总额 79,934 174,798 -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065 137,077 -5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5,975 45,279 2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3,476 18,213 不适用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资产总额 2,637,593 2,061,264 27.96 



                                                        

负债总额 1,901,826 1,665,088 1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730,252 390,497 87.01 

 总股本 206,000 57,768 256.60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85 -61.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8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7 40.12 减少 28.2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6 13.25 减少 2.19 个百分点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69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3.54 2.41 46.89 

资产负债率（%） 72.10 80.78 -10.75 

 

三、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一）财务状况 

1、资产情况 

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2,637,593万元,与上年末资产总额

2,061,264万元相比,增加576,329万元,增长27.96%,其中：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433,556万元,比上年末的301,608万元增加131,948

万元,增长43.75%,主要原因是本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筹资60亿元；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941万元,比上年末的697万元增加2,244万元,增长

321.66%，主要原因是应收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代建管理费增加； 

（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1,291万元,比上年末的605万元增加686万元,增长

113.31%,主要原因是预付设计费及设备款；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5,874万元,比上年末的18,686万元减少12,812万



                                                        

元,减少68.56%，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购地投标保证金转为地价款； 

（5）存货期末余额为2,004,696万元,比上年末的1,649,093万元增加

355,603万元,增长21.56%,主要原因是楼盘开发投入的增加；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9,900万元,比上年末的4,470万元增加

5,430万元,增长121.48%,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对上海康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 

（7）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为14,262万元,比上年末的5,693万元增加8,569

万元,增长150.54%,主要原因是本期代付工程款增加； 

（8）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104,718万元，比上年末的30,089万元增加74,629

万元，增长248.03%,主要原因是香洲港区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与洪湾中心渔港项

目工程支出增加； 

（9）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为28,434万元,比上年末的22,654万元增加

5,780万元,增长25.51%，主要原因是预提土地增值税及抵消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2、负债情况 

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1,901,826 万元,与上年末负债

总额 1,665,088 万元相比,增加 236,738万元,增长 14.22%,其中： 

（1）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45,604万元，比上年末的 83,663万元减少 38,059

万元,减少 45.49%，主要原因是本期保证借款到期归还； 

（2）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96,134万元,比上年末的 78,524万元增加 17,610

万元，增长 22.43%，主要原因是本期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增加； 

（3）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04,243万元,比上年末的 120,704万元增 83,539

万元,增长 69.21%,主要原因是本期预售楼盘预收售楼款增多； 

（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 28,554万元，比上年末的 56,869万元减少 28,315

万元,减少 49.79%,主要原因是上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大额投资收益相

应计提的应交所得税较多； 

（5）应付利息期末余额为 10,835 万元,比上年末的 892 万元增加 9,943 万

元,增长 1113.98%,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 16格地 01债券计提利息增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302,437万元,比上年末的 227,800



                                                        

万元增加 74,637万元,增长 32.76%，主要原因是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

加； 

（7）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322,744万元,比上年末的 348,165万元减少

25,421万元,减少 7.30%,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到期贷款； 

（8）应付债券期末余额为 453,989万元,比上年末的 150,773万元增加

303,216万元,增长 201.11%，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 16格地 01（135577）公司债； 

（9）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30,969万元,比上年末的 181,028 万元减少

150,059万元,减少 82.89%，主要原因是将政府拨代建代管理工程项目资金重分

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递延收益期末余额为 2,864万元，比上年末的 559万元增加 2,305万元，

增长 412.24%,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海域使用金补助款 2,200万元。 

3、股东权益情况 

2016 年末公司股东权益为 735,766万元,比上年末的 396,176万元增加

339,590万元,增长 85.72%,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净利润转入增加。 

（二）利润状况 

1、营业收入 

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12,176万元,比上年的254,492万元增加57,684

万元,增加22.67%,主要原因是楼盘结算收入增加；  

2、营业成本 

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为196,404万元,比上年的149,768万元增加46,636万元,

增加31.14%,主要原因是楼盘结转营业收入增加； 

3、营业税金及附加 

报告期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5,476万元,比上年的28,588万元减少13,112

万元,减少45.86%，主要原因是营改增后营业税减少； 

4、投资收益 

报告期投资收益为4,851万元,比上年的101,778万元减少96,927万元，减少

95.23%,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处置了大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三）现金流量状况 

1、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3,476万元,比上年的



                                                        

18,213万元减少 141,689 万元，主要原因是支付代垫工程款及缴纳上期企业所

得税； 

2、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518万元,比上年的

89,113万元减少 167,631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在建工程支出增加； 

3、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 333,081万元，比上年的

-44,456万元增加 377,537 万元，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随着公司各大板块业务的发展，公司财务核算的挑战性也将加大。2017年，

公司将在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提高核算质量等方面继续努

力，为公司提供更好的财务服务、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的财务信息。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