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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提供的《中

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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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序

号 

债券名

称 

债券

简称 
代码 

发行

规模 

发行

日 

上市

日 

到期

日 

截至本报告

出具之日债

券余额 

利

率 

期

限 

1 

中炬高

新技术

实业（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第

一期） 

14 中

炬 01 

12231

8.SH 
5 亿元 

2014/

09/23 

2014/

10/29 

2019/

09/23 
5 亿元 

6.2

% 

5

年 

（接上表） 

序号 交易场所 还本付息方式 担保情况 是否评级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 

无 是 

（二）本期公司债券其他情况说明 

是否含权：否 

二、核准或备案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735号文，发行人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和 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4 中炬

01和 14中炬 02，发行金额分别为 5.00亿元和 4.00亿元，募集额度已经全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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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琳 

注册资本：79,663.7194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办公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厦 

信息披露联系人：邹卫东 

联系电话：0760-85596818-2033 

传真：0760-85596877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二次供水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实业投资，设备租赁，技术咨询，信息咨询。销售：工

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小轿车及危险化学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不

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建筑材料。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

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按［99］

外经贸政审函字 588号文经营）。 

二、发行人 2018年度经营情况 

（一）2018年度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发行人是全国国家级开发区的首家上市公司，一直致力于从事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管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

包括调味食品、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开发管理及汽车配件等。其中，调味食品

行业的收入及效益规模，占发行人较大的比重。 

1、调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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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酱油、鸡精鸡粉、 食

用油、 调味酱等各类调味品的生产和销售，2018 年整体生产量约 54 万吨；其

中酱油的销售额占业务总收入的 67.8%，鸡精鸡粉占比 11.6%，食用油占比 8.4%，

其他调味品占比 12.2%；近年，发行人陆续推出了蚝油、料酒、米醋等系列新产

品，逐步向多元化健康食品方向发展。 

2、房地产 

发行人及子公司广东中汇合创房地产有限公司拥有中山城轨站北侧约 1600

亩商住地，2010 年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涉及物业管理、商业配套、园林绿

化等领域。目前的开发产品主要是联排别墅、高层洋房、商铺等；已开发物业面

积约 6万平方米；由于中山市《岐江新城片区规划》尚未最终落实，中汇合创地

块正处于岐江新城中心位置，房地产业务后续开发尚无具体计划表。《岐江新城

片区规划》以外的中炬高新名下 84.6亩商住地已于 2017年度开工建设，预计建

设可出售商品房面积近 9万平方米，将在 2019年开售。 

3、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管理 

发行人从 90 年代初起就担负起 5.3 平方公里的国家级中山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建设管理。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园区基本开发完毕，发行人目前拥

有园区内厂房、宿舍、商业配套等物业合计 25 万平方米。 

4、汽车配件 

发行人子公司中山中炬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用零部件的生产，主

要产品为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是发动机和压缩机之间的动力传递装置，属于汽

车空调系统中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经营模式： 

1、调味食品 

（1）采购模式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采购部门统一负责公司采购事

宜，下属子公司的原材料、包装物等由美味鲜公司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后调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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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建立了科学的供应商管理体系，保证生产物资的供应，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

划来编制采购预算，按期完成各项采购任务，并努力实现采购成本和质量的不断

优化。除少数物料只确定一家供应商外，发行人为每种原材料选定了两家或两家

以上供应商作为备选供应商。确定某一物料供应商及采购价格前，发行人向该物

料的备选供应商名录中所有供应商发送询价单，各供应商报价后，发行人与各供

应商通过议价确定若干家供应商供应，同时明确该采购周期内的采购价格及数

量。 

（2）生产模式 

发酵类产品采取满负荷生产的模式，基本实现了产销同步。发行人非发酵类

调味品的生产周期相对较短，采取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销售部门的销售计划来

制定生产计划。发行人的主要产品酱油全部采取酿造工艺生产，拥有得天独厚的

阳光大晒场和多条大规模智能化的流水线，实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批量生产。 

（3）营销模式 

发行人采取经销商为主，直销为辅的营销模式；通过有效开展经销商的服务

和管理，力求产品最大化覆盖市场终端；直销业务主要针对珠三角地区就近开展, 

2018年直销比例不足营业收入的 3%；产品最终的使用上，75%左右用于家庭消费；

目前，发行人正加大餐饮市场的开拓力度，餐饮渠道的消费比例正在逐步提升。 

2、房地产 

发行人房地产经营模式以自主开发，委托销售为主；目前的业务主要集中在

中山城区与开发区交界、岐江新城城轨中山站片区。 

3、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管理 

发行人作为园区的经营和管理者，以区内企业为服务对象；主要的收入来源

包括土地出售、物业出租出售、物业管理收入及水电费差价收入等。 

4、汽车配件 

发行人汽配产品全部自主开发；针对国外市场，主要通过贸易公司代理销售；

国内市场，主要通过自主销售。产品目前以出口为主。 

 
7 



 

（二）各项主营业务分析 

1、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表2-1 发行人2018年度及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调味品        381,732.70  95.11%  345,283.01  96.79% 10.56% 

房地产及服务          12,650.20  3.15%   4,949.95  1.39% 155.56% 

皮带轮及汽车、

摩托车配件 
         6,990.46  1.74%     6,496.91  1.82% 7.60% 

合计    401,373.36  100.00% 356,729.87 100.00% 12.51% 

2017-2018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56,729.87 万元和

401,373.36 万元，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加 12.51%，其中调味品行业收入为

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比分别达 96.79%和 95.11%,2018 年度调味品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381,732.70 万元，同比增长 10.56%。2018 年度房地产及服务业务板

块收入为 12,650.20万元，同比增长 155.56%，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中汇合创房

地产公司商品房销售大幅增加所致。 

2、主营业务成本情况 

表2-2 发行人2018年度及2017年度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18 年度 2017年度 

变动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调味品  231,690.88  94.52% 207,383.53  95.97% 11.72% 
房地产及服务  8,243.44  3.36% 4,330.61  2.00% 90.35% 
皮带轮及汽车、

摩托车配件  5,196.32  2.12% 4,382.58  2.03% 18.57% 

合计  245,130.65  100.00% 216,096.71 100.00% 13.44% 

2017-2018 年度，发行人发生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216,096.71 万元和

245,130.65 万元，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增加 13.44%，主营业务成本变动与主

营业务收入变动基本保持一致。2018 年度房地产及服务业务板块成本为

8,243.44 万元，同比增加 90.35%，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中汇合创房地产公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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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房销售量大幅增加所致。 

3、营业收支变动情况 

表2-3 发行人2018年度及2017年度营业收支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比例 

一、营业收入  416,646.50   360,937.17  15.43% 
减：营业成本  253,675.30   219,188.85  15.73% 
税金及附加  6,947.19   4,820.49  44.12% 
销售费用  43,128.76   42,634.38  1.16% 
管理费用  39,770.63   34,808.10  14.26% 
财务费用 5,418.09   6,044.71  -10.37% 
资产减值损失 - 207.08   2,277.57  -109.0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9,568.83   7,124.50  34.31% 
资产处置收益  74.53   13.38  457.03% 
其他收益  2,297.61   2,802.07  -18.00% 
二、营业利润  79,854.56   61,103.00  30.69% 
加：营业外收入  130.16   560.42  -76.77% 
减：营业外支出  728.15   745.64  -2.35% 
三、利润总额  79,256.56   60,917.78  30.10% 
四、净利润  68,123.81   51,140.46  33.21% 

（1）税金及附加 

2018年度税金及附加 6,947.19万元，同比增加 2,126.70万元，增幅 44.12%，

主要是 2018年度发行人房地产业务大幅增长，土地增值税增加 1,471.52万元。 

（2）资产减值损失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207.08 万元，同比减少 2,484.65 万元，降幅

109.09%，主要是 2017 年发行人对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和其他设备计提了

1,053.82万元的减值准备。 

（3）投资收益 

2018年度投资收益 9,568.83万元，同比增加 2,444.33万元，增幅 34.31%，

主要是本期委托贷款利息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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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业利润 

2018年度营业利润 79,854.56万元，同比增加 18,751.56万元，增幅 30.69%，

主要是本期业务规模增长毛利增加 21,222.88万元，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投

资收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三）未来发展战略 

长期目标：聚焦健康食品主业，打造成为国内超一流的综合性调味品集团企

业。中期目标：实现五年“双百”目标。 

即从 2019年到 2023年，发行人用五年的时间，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内

生式发展为主，发展壮大调味品主业，以外延式发展为辅，开展兼并收购，通过

内外并举的措施，实现健康食品产业年营业收入过百亿，年产销量过百万吨的双

百目标。 

三、发行人 2018年度财务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 

表2-4 发行人2018年及2017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年末比年初变化 

总资产 598,368.75 530,476.29 12.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0,479.12 314,081.15 14.7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602.03 24,076.33 60.33%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本年比上年变化 
营业收入 416,646.50 360,937.17 15.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42.70 45,326.33 34.01% 
EBITDA 98,127.16   79,910.43   2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56.96 65,061.57 11.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34.72 -57,098.36 46.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05.74 -28,018.38 3.26% 

注：-代表减少，+代表增加。 

2018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增加14,525.70万元，增幅60.33%，

其中实现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入 7.24 亿元，实现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

出 3.07亿元，实现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出 2.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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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30,734.72 万元，净流出较上年减少

26,363.64 万元，增幅 46.17%，主要是发行人 2018 年度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支出

净额、委托贷款支出净额较上年有所减少，购置长期资产支出现金较上年减少共

同影响所致。 

（二）主要财务指标  

表2-5 公司2018年及2017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年末比年初变化 
流动比率  2.28   3.43  -33.51% 
速动比率  1.27   1.87  -31.77% 
资产负债率（%） 34.02 34.96 -2.68%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本年比上年变化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4 2.77 -13.36% 
利息保障倍数 14.87 10.92 36.1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6.41 13.58 20.8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17 13.01 31.9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代表减少，+代表增加。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降主要是 2019 年 9 月到期的公司债 5 亿元调整至流

动负债。利息保障倍数增长主要是利润总额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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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经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扣除发行费

用后，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及

支持公司调味品业务扩产。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5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

49,500.00万元，已于 2014年 9月 26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9,500.00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归还借款，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现有 3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表3-1 发行人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本年度报告

出具之日募集资

金余额1 
备注 

工行中山开发区支行 2011022929200087275 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建行中山高科技支行 44001780504053004595 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行中山张家边支行 631464184495 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不含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和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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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表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3-2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额 

序

号 

承诺资金

用途 

实际资金

用途 

募集前承诺使

用金额 

募集后承诺使

用金额 

实际使用

金额 

实际使用金额与募集后承诺

使用金额的差额 

1 
补充营运

资金 

补充营运

资金 
14,000.00 13,500.00 13,500.00 0.00 

2 
偿还借款

本息 

偿还借款

本息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0.00 

合

计 
  50,000.00 49,500.00 49,500.00 0.00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项目变

更情况。 

3、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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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情况 

一、兑付兑息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9 月进行了第四次付息。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

具之日，不存在违约情况。 

二、回售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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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发行人所发行的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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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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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操

作规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进行跟

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公司年度报告

披露 2个月内出具。在发生可能影响公司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 

二、实际执行情况 

2019年 5月 29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债券进行

了跟踪评级，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

“14中炬 01”债项“AA”的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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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签署之日，发行人负责处理“14 中炬 01”相关事

务的专人由彭海泓先生变更为邹卫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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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和增信机构的资信情况 

（一）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

信状况。 

（二）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关联方交易情况。 

（三）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并

按照受托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一致。 

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工作进行督促和辅导，报告期内，发行人

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及《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半年度报告》及《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四、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工作的监督 

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存续期间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偿债保障金提取以及

信息披露等募集说明书约定应履行义务的执行情况。 

受托管理人每半年以电话访谈的形式向发行人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的实际

经营情况及财务情况，告知发行人债券偿付责任以及偿付流程，了解发行人的债

券偿付能力以及偿付意愿。报告期内，14中炬 01于 2018年 9月兑付当年利息，

利息兑付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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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事项，受托管理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监管检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无。 

七、其他履职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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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影响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3.43、2.28，速动比

率分别为 1.87、1.27，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4.96%、34.02%，EBITDA 利息保障倍

数分别为 13.01 和 17.17。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降主要是 2019 年 9 月到期的公

司债 5 亿元调整至流动负债。利息保障倍数增长主要是利润总额的增加。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未出现重大负面

变动，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偿债能力较强；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各项债务均正

常还本付息，流动性正常。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9 日出具的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综上，发行人偿债能力未出现重大负面变动。 

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尚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可能对偿债能力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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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年末，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

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

动。 

四、是否存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如下： 

1、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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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适用于 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并于 2018年 9月 7日发布了《关

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发行人执行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金额 48,477,943.38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

67,003,178.80；母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 2,019,092.16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

3,384,4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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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表中“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

收款”金额 24,920,417.47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收款”金额 46,085,541.34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

应收款”金额 23,155,522.88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收款”金额 291,501,800.76 元。 

（3）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清理”并

入“固定资产”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无影响。 

（4）资产负债表中“工程物资”并入“在

建工程”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无影响。 

（5）资产负债表中“专项应付款”并入

“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无影响。 

（6）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金额 435,306,987.43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

305,897,270.24 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

54,996,020.92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金额 13,687,563.82 元。 

（7）资产负债表中“应付利息”和“应

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比

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

付款”金额 233,724,764.25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 211,759,426.03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

应付款”金额 210,278,460.24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列示“其他应付款”金额 171,151,338.31 元。 

（8）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

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调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2018 年金额

121,868,260.76 元，2017 年度金额 106,677,033.76
元；调增合并利润表“研发费用”2018 年金额

121,868,260.76 元，2017 年度金额 106,677,033.76
元；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9）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利润表 2018 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

额 57,150,355.70元、“利息收入”金额 3,897,973.43
元；2017 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

61,413,076.73 元，“利息收入”金额 1,620,850.89
元；母公司利润表 2018 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

用”金额 54,914,738.15 元、“利息收入”金额

3,218,853.89 元；2017 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

用”金额 55,058,834.16 元，“利息收入”金额

362,916.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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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

人，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

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调增合并利润表 “其他收益”2018 年金额

736,842.56 元， 2017 年无影响；调减合并资产负

债表“其他应付款”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额

736,842.56 元； 2017 年无影响；母公司利润表无

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无。 

五、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其他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1、2015年 8月，经发行人主要股东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及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提议，发行人着手准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2018年 9月 8日，

经发行人第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公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在

预案公布后，由于募投项目用地的落实、监管政策的变化及闲置土地等一系列的

问题，非公开发行预案仍需进行修订，至今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目前，由于外部因素变化较大，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保荐机构正在认真研读监管政策最新指引，将参照国内情况相近的上市公司

再融资的后续情况，制定调整方案。 

2、发行人于 2016年 12月 28日分别收到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

国土局”）下达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中国土征闲字[2016]第 47 号、

第 58 号），发行人名下 7,481.9 平方米工业地（土地证号：中府国用[2008]第

150248 号，以下简称：“中炬工业地”），以及中山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

下 4,157平方米工业地（土地证号：中府国用[2012]第 1500423号，以下简称：

“创新工业地”），被市国土局认定为闲置土地；发行人于 2017年 2月 14日收

到市国土局下达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中国土征闲字[2017]第 1号），

发行人名下 56,376平方米的一宗商住地（土地证号：中府国用【2006】第 150509

号，以下简称：“中炬商住地”、“D地块”），被市国土局认定为闲置土地；

上述三宗土地均需缴付土地闲置费，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重新约定开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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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闲置土地后续处置情况如下： 

第一，发行人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2017 年 2 月 15 日分别缴纳了土

地闲置费 177.59万元和 259.33万元。上述三宗土地的闲置费已经清缴完毕。 

第二，对于中炬工业地，发行人已于 2017年 12月 26日取得《施工许可证》，

将建设工业厂房 4,799 平方米；对于创新工业地，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

取得《施工许可证》，将建设工业厂房 1,986.52 平方米；对于中炬商住地发行

人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将建设商住小区，总建设面积

11.1万平方米。 

第三，截止 2018年末，三个项目施工进展情况：创新工业地的工业厂房（2

层、建筑面积 1,986.52平方米）已于 2018年底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目前正在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争取于 2019 年 6 月下旬取得《不动产权证》。中炬工

业地的工业厂房（4层、建筑面积 4,799平方米）已完成本体建筑、安装工程，

目前正在施工室外管线和厂区道路，计划于近期交付招商物业部对外招商。中炬

商住地 D 地块项目小区（12 栋 16 层、建筑面积 11.1 万平方米），首期工程已

于 2018年底主体封顶，预计于 2019年上半年开盘销售。 

综上，上述三宗土地已在规定时间内开展建设施工，部分项目已经竣工并交

付使用。闲置土地被追加处罚或被回收的风险已解除。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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