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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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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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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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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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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8年 12 月 31日的总股本 433,540,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7.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20,820,192 元。公司拟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 171,175,630.46元留存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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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投资 600053 江西纸业、st江纸

、中江地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凌杰 黄亚伟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大道1379号

紫金城A栋写字楼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

大道1379号紫金城A栋写字

楼 

电话 0791-88666003 0791-88666003 

电子信箱 600053@jdcapital.com 600053@jdcapita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为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属于大类“J 金融行业”中的子类“69 其他金融

业”, 主营业务之二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属于“K70 房地产业”。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公司作为一家 PE 机构，拥有不同于一般实体企业和其他类型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公司的商

业模式可以总结为“融、投、管、退”四个主要阶段，即通过私募方式向基金出资人募集资金，

将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企业的股权，最终通过股权的增值为基金赚取投资收益。公司通过向基金收

取管理费及管理报酬来获取收入。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践和积累，公司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募资、投资、管理、退出的流程，

并由公司各业务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完成各项工作。其在管基金多以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

设立，该等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主要由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担任。 

    2、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 

    2018 年，公司房地产业务继续聚焦“紫金城”项目的开发和销售。“紫金城”项目定位为南

昌市区核心地段的中高档住宅及物业的开发及销售，主要客户定位为本地及外来中高端消费群体。 

“紫金城”项目销售模式为公开发售，报告期内可售物业为“紫金城”项目四期新增住宅、三期

尾盘住宅、车位、底商，出租物业为 A 栋写字楼。报告期内“紫金城”项目四期住宅项目售罄。 

（三）报告期内的行业情况 

    1、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48 家，较 2017 年末存量

机构增加 2,002 家，同比增长 8.92%；已备案私募基金 74,642 只，较 2017 年末在管私募基金数量

增加 8,244 只，同比增长 12.38%；管理基金规模 12.78 万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1.6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12%；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 24.57 万人，较 2017 年末增加 7,422 人，同比增长

3.12%。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登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8,989 家，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688 只，基金规模 2.24 万亿元；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4,683 家，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27,176 只，基金规模 7.71 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 6,508 只，基金规模 0.89 万亿元，其他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 776 家，其他投资基金 5,270 只，基金规模 1.94 万亿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在 100 亿元及以上的有 234 家，管理

基金规模在 50-100亿元的有 274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20-50亿元的有 671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0-20



亿元的有 801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5-10 亿元的有 1,155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5 亿元的有 4,308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0.5-1 亿元的有 2332 家。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

管理规模的共 21,381 家，平均管理基金规模 5.98 亿元。 

    2018 年，我国私募股权行业在资金募集、投资与退出回报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2018

年，我国私募股权市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募资方面，2018 年随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金融监管制

度的发布与实施。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募资难”已成为 2018 年国内股权投资机构的共识。

与国内资金源头收紧的趋势相反，金融市场对外开发力度增加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布局中国股权

投资行业。总体而言，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端出现了人民币基金遇冷、外资持续活跃的

新特征，未来市场中具有双币种募资能力的投资机构将获得竞争优势。 

投资方面，从投资行业来看，2018 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行业均集中在 IT、互联网和医疗健康

领域。IT 领域超过了互联网，成为了资本最受关注的行业。围绕着人工智能、IT 硬件、软件、服

务项目受到资本关注，传统互联网项目投资活跃度略有降低。生物医疗领域依旧保持良好的增长

趋势。 

    退出方面，当前股权基金的退出主要集中在 IPO 退出、并购退出及股权转让三种方式，IPO

依旧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第一大退出方式，其次为并购和股权转让。但是，IPO 市场审核“严紧

硬”的态势及“减持新规”影响下，股权投资基金 IPO 退出总量显著下滑，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

价差红利缩小，随着二级市场估值中枢下移，一级市场整体竞争更为激烈，估值水平被逐渐推高，

一二级市场之间的价差进一步缩小；与此同时，我国股权投资市场也在呼吁新的退出渠道，“科创

板”的诞生将为中小型企业的上市及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提供有力的补充。 

    2、房地产行业 

    2018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调控持续，短期内为防范市场风险，企业总体战略性放缓，以谨慎投

资、加紧去化为主基调。不同规模、不同类型房企的拿地投资战略出现分化，但整体投资力度趋

缓。而行业增速的放缓也对房企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房企通过更名突出多

元业务板块定位，以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房地产销售方面：2018 年，全国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17.2 亿㎡，同比增长 1.3%；实现商

品房销售金额 1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创历史新高，但在政策高压

的累积效应之下，销售面积和金额同比增速分别较 2017 年放缓 6.4 和 1.5 个百分点。 

房价整体趋稳、涨幅持续收窄，截至 2018 年底，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环比涨幅连续 26 个月在 1%



以内，其中 12 月单月环比涨幅为 0.25%、涨幅明显回落，36 个城市环比下跌，是年内下跌城市

数量最大月份；2018 年百城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5.09%，较 2017 年收窄 2.06 个百分点。 

房地产土地购置方面：2018 年，全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20.93 亿㎡，创近十年新高，同比增加 

17.2%，市场下行期房企倾向高周转，加紧开工出货。全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91 亿

平方米，增长 14.2%，较去年回落 1.6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0%，

比上年回落 31.4 个百分点，年内房企投资热情冲高回落，拿地趋于谨慎。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比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 较 1-11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

增长后劲略有不足。 

    房地产开发建设方面：中央维持房地产资金监管力度，房地产融资渠道保持收紧，开发贷、

发债、股权融资及海外融资等均受到影响，2018 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 16.6 万亿元，同比上涨 

6.4%；从资金来源构成来看，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占比为 14.5%和 33.6%，自筹资金占比略有回

升，销售市场的活跃，使得其他资金来源(主要为预收款和按揭款)占比再度提升 0.7 个百分点至 

51.8%。 

    报告期内南昌地区房地产行业运行基本情况：2018 年南昌地区实现销售面积 750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7%；实现销售金额 775 亿元，同比增长 12%。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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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927,333,639.00 4,753,833,196.50 24.69 4,337,710,683.78 

营业收入 815,133,091.69 755,990,822.26 7.82 1,644,153,6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4,207,238.90 323,846,456.64 -12.24 642,838,73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82,726,484.80 304,787,450.59 -7.24 616,298,46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66,410,735.54 2,014,363,943.25 7.55 1,751,993,75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01,624,329.88 -59,252,695.20   880,550,63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555 0.7470 -12.25 1.48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555 0.7470 -12.25 1.4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59 17.20 减少3.61个百分点 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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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55,181.91 216,085,144.09 214,029,799.76 218,362,9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36,735.15 50,266,216.57 72,406,782.78 115,397,50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127,147.30 49,196,995.26 69,687,186.68 117,715,15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645,461.75 389,867,343.69 355,589,484.73 52,522,039.7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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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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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313,737,309 72.37 0 质押 310,987,197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查国平 3,430,000 8,750,000 2.02 0 未知   未知 

金洪正 4,565,000 5,955,000 1.37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5,222,189 1.20 0 未知   

未知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030,196 5,038,541 1.16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陈雪明 -129,300 4,230,700 0.98 0 未知   未知 

吴爱国 -408,325 1,600,000 0.3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821,528 1,380,555 0.32 0 未知   

未知 



蔡自巍 203,400 1,012,369 0.23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21,294 970,665 0.22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与拉萨昆吾为一致行动人，且中江集

团、拉萨昆吾和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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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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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8.15亿元，同比增加 7.82%（其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7.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03%；房地产业务实现收入 1.0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138.46%），营业成本 0.56 亿元，同比增加 398.5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4

亿元，同比减少 12.2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9.27亿元，同比增加 24.69%；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21.66 亿元，同比增长 7.5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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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

求，公司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且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该文件

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无重大影响，详见附注第十一节“五、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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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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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54 家, 与上年相比，因注销、转让减少 23 家，

因新设立子公司而增加 5 家；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私募股权基金 63 只，具体见本节附注“九 、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