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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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锦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钱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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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8,112,097,703.82 96,226,200,677.24 1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101,408,382.46 9,038,707,967.02 56.01%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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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5,888,925,467.67 45.21% 19,206,961,860.32 4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1,222,752.22 581.41% 488,163,026.33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341,283.30 73.04% 451,075,085.07 -1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261,120,579.90 2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585.94% 0.1416 4.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585.94% 0.1416 4.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增加 0.8 个百分点 4.22% 下降 0.94 个百分点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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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1,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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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1,388.5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7,295,059.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605,545.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505,683.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109.42  

合计 37,087,94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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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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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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7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2% 2,011,504,075 0 质押 186,880,348 

建信基金－工商

银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增利 5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59% 170,299,727 170,299,727   

泰达宏利基金－

工商银行－陕西

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4.59% 170,299,727 170,299,727   

方正富邦基金－

民生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

*汇泰186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4.59% 170,299,727 170,299,727   

华安未来资产－

宁波银行－中国

民生信托－中国

民生信托·大家

风范 002 号单一

信托 

其他 3.21% 119,209,807 119,209,807   

申银万国期货有

限公司－申万期

货鸿升达一号集

其他 1.56% 57,83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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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融证券－招商

证券－华融兴盛

7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41% 52,200,557 52,200,557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38,353,197    

华融证券－工商

银行－华融分级

固利39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17,400,190 17,400,190   

南京钱宝信息传

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14,041,94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1,504,075 人民币普通股 2,011,504,075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申万期

货鸿升达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7,839,127 人民币普通股 57,839,12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353,197 人民币普通股 38,353,197 

南京钱宝信息传媒有限公司 14,041,945 人民币普通股 14,041,94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6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6,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8,829,148 人民币普通股 8,829,148 

郭子铭 6,99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1,700 

邱璐璐 5,979,471 人民币普通股 5,979,471 

宫海平 5,0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8,900 

江苏东亿先程新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 
5,022,475 人民币普通股 5,022,4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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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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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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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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中南房地

产业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1）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为保持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和陈锦石（以下简称“承诺方”）

承诺如下：（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

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

独立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选举产生；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承诺

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兼任除董事之外的职务。3、保证承诺方

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

行，承诺方不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

免决定。（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

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人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

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

方占用的情形。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三）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

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

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

证上市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承诺方共用一个

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兼职。5、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

财务决策，承诺方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

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承诺方，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2、保证上市公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

场所与承诺方分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保证上市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承诺

2009

年 07

月 15

日 

2017-07-15 

未

违

反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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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3、保证承诺方行为规范，不超

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五）保

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

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2、保证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

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

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3、保证不与上市公司进

行同业竞争。（2）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为从根

本上避免和消除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及其关联企

业侵占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中南

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以下简称“承诺人”）承诺：中

南房地产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中南集团作为上市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陈锦石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承诺人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

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人同时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承诺人除

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不从事与上市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果有同时适合于上市公司和承诺人及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上市公司享有

优先选择权。承诺人承诺并保证给予上市公司与承诺人其他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同等待遇，避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

的利益。（3）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以下简称“承

诺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其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承诺人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

公司的利益。中南房地产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中南

集团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陈锦石作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期间，承诺人不会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陈锦石;陈

小平;陈昱

含;李若山;

智刚;涂子

沛;黄峰;金

其他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根据《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

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的要求，江苏

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建设”）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

2015

年 08

月 16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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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钧;倪俊

骥 

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行为进行了自查，

并出具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国务院房地

产调控政策规定的专项自查报告》。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本公司承诺将通过以下措施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的募集资金不用于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1、偿

还银行贷款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利用部分募集资金专

项偿还建筑业务银行贷款。公司将严格按照已确定的银行贷

款偿还范围和原则履行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公司其他

资金的使用也将严格按照内控管理制度进行，做到专款专用，

确保募集资金不会用于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2、本次募集资

金将不得用于公司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公司将严格按照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募集资金用途运用募集资金，

确保募集资金不被变相用于公司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 

2015

年 09

月 02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陈锦石;陈

小平;陈昱

含;李若山;

智刚;涂子

沛;黄峰;金

德钧;倪俊

骥 

其他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016

年 04

月 19

日 

9999-12-31 

正

常

履

行

中 

中南房地

产业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1）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为保持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和陈锦石（以下简称“承诺方”）

承诺如下：（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

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

独立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选举产生；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承诺

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兼任除董事之外的职务。3、保证承诺方

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

行，承诺方不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

免决定。（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

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人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

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

方占用的情形。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三）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

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

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

证上市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承诺方共用一个

2009

年 07

月 15

日 

2017-07-15 

未

违

反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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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兼职。5、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

财务决策，承诺方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

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承诺方，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2、保证上市公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

场所与承诺方分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保证上市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承诺

方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3、保证承诺方行为规范，不超

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五）保

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

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2、保证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

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

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3、保证不与上市公司进

行同业竞争。（2）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为从根

本上避免和消除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及其关联企

业侵占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中南

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以下简称“承诺人”）承诺：中

南房地产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中南集团作为上市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陈锦石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承诺人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

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人同时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承诺人除

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不从事与上市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果有同时适合于上市公司和承诺人及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上市公司享有

优先选择权。承诺人承诺并保证给予上市公司与承诺人其他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同等待遇，避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

的利益。（3）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中南房地产、中南集团、陈锦石（以下简称“承

诺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其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承诺人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

公司的利益。中南房地产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中南

集团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陈锦石作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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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期间，承诺人不会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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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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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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