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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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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局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光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卫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新

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60,089,286,309.83 234,110,568,528.80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042,643,947.66 19,757,117,901.92 6.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07,726,266.78 2,119,435,639.24 65.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034,350,781.68 6,705,319,565.28 3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1,557,959.26 558,522,035.46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76,035,414.69 549,743,842.41 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0 4.63 减少 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27 7.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27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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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5,528.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4,560,9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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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3,228,513.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786,529.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0,663.83 

所得税影响额 5,074,500.57 

合计 25,522,544.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3,0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512,379,083 24.20 0 无  国有法人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90,877,280 4.2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6,237,120 3.13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6,957,187 2.69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063,001 1.37 0 无  其他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054,626 1.37 0 无  国有法人 

张忠刚 18,194,786 0.86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秀英 15,446,850 0.7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55,709 0.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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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3,806 0.71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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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512,379,083 人民币普通股 512,379,083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90,877,280 人民币普通股 90,877,2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237,120 人民币普通股 66,237,12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6,957,187 人民币普通股 56,957,1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063,001 人民币普通股 29,063,001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054,626 人民币普通股 29,054,626 

张忠刚 18,194,786 人民币普通股 18,194,786 

王秀英 15,446,850 人民币普通股 15,446,85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55,709 人民币普通股 15,25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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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3,806 人民币普通股 15,113,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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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7,214,101,567.99 26,080,416,645.37 11,133,684,922.62 42.69 
融资净增加及支

付工程款减少 

衍生金融资

产 
36,110,797.38 23,315,706.33 12,795,091.05 54.88 

人民币与外汇期

权组合交易合约

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账款 49,843,400.73 35,129,256.75 14,714,143.98 41.89 
应收装修工程款

增加 

合同资产 235,705,443.77 - 235,705,443.77 - 

执行新收入准

则，新增列报项

目 

预收款项 489,607,287.55 58,523,044,000.13 -58,033,436,712.58 -99.16 
执行新收入准

则，大部分金额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7 

 

转入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53,993,720,375.36 - 53,993,720,375.36 - 

执行新收入准

则，新增列报项

目 

其他流动负

债 
14,285,733,730.74 7,112,985,531.08 7,172,748,199.66 100.84 

专项融资计划增

加及执行新收入

准则,转入待转

销项税 

长期借款 60,306,597,560.10 45,735,232,647.95 14,571,364,912.15 31.86 

到期日在一年以

上的长期融资增

加 

递延所得税

负债 
344,510,970.02 129,278,614.47 215,232,355.55 166.49 

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增加 

 

项目 本期数（1-3月） 上期同期（1-3月） 增减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034,350,781.68 6,705,319,565.28 2,329,031,216.40 34.73 
房产项目收入增

加 

营业成本 6,733,192,179.16 4,615,793,125.11 2,117,399,054.05 45.87 
房产项目成本增

加 

投资收益 101,824,033.47 12,077,173.36 89,746,860.11 743.11 
合营联营企业盈

利增加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50,398,513.01 143,364.08 50,255,148.93 35,054.21 

人民币与外汇期

权组合交易合约

公允价值变动 

营业外支出 44,456,218.85 2,791,935.52 41,664,283.33 1,492.31 
对外公益性捐赠

增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07,726,266.78 2,119,435,639.24 1,388,290,627.54 65.50 支付工程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473,719,011.74 7,028,576,432.04 8,445,142,579.70 120.15 本期融资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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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子公司向关联人申请保理融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拟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华金国际商业保理（珠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保理”），由华金保理为其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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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事项 

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根据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决定在不超

过7,400万元的额度内（含过去十二个月已捐赠金额）向各地疾控系统、医疗机构及慈善机构等进

行捐赠（包括但不限于捐赠现金、防疫物资等方式），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及

救治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3、关于开展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司以拥有的购房尾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聘请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管理人，发起

设立“华金-华发股份购房尾款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并通过专

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4、关于提供反担保的事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华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璋”）、武汉华晟乾茂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晟”）拟分别以供应商对其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起设立

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上述两个专项计划的规模均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含本数），并提供如下增信措施：1、武汉华璋、武汉华晟分别出具《付款确认书》以确认供应

商对武汉华璋及武汉华晟的应收账款债权（下称“目标应收账款债权”）；2、上海金茂（间接持

有武汉华璋、武汉华晟的股权比例均为50%）向供应商出具《流动性支持承诺函》，对目标应收账

款债权承担差额补足付款义务。就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武汉华晟提供的担保责任，公司全资子

公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华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分别按其持有武汉华璋、武汉华

晟的股权比例（均为50%）向上海金茂提供反担保，反担保范围分别为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保证责

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担保期限均为《流动性支持承诺函》项下各笔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

期届满（含约定期限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5、修订《公司章程》 

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27,500股，公司总股本由

2,117,647,116股变更为2,117,219,616股，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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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6、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副总裁的事项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刘颖喆先生为本公司执行副总裁，任期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结束

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7、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的事项 

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

公告》，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

模不超过 15.80亿元。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20年 2月 24日结束，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实际发

行规模为人民币 15.8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38%，品种一未发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

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8、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事项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六次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公司债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5日及 2020年 3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2020-012）。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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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光宁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