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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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政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仕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游仕旭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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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3,315,994.17 784,374,239.22 1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579,723.26 74,092,194.16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841,608.96 -59,123,051.18 2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472,530.59 132,391,351.55 -182.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2.3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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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8,314,294.66 14,725,495,570.64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26,845,171.30 3,277,533,835.76 13.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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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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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2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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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4,660.0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190,492.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01.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60,191.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02,827.63  

合计 101,421,33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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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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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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7,21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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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7% 185,789,924 质押 148,815,600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9% 93,799,944  

浙江诸暨华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23,099,615  

王兰香 境内自然人 1.22% 19,437,100  

深圳市金华瑞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15,775,591 15,775,591  

大业（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4,198,031 14,198,031  

市房地产建设开

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3,768,206 13,768,206 冻结 13,768,206

海南绿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11,042,913 11,042,913  

蔡耀平 境内自然人 0.53% 8,478,238  

岳敏 境内自然人 0.52% 8,307,687 8,307,68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185,789,924 人民币普通股 185,78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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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3,799,944 人民币普通股 93,799,944

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099,615 人民币普通股 23,099,615

王兰香 19,4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37,100

蔡耀平 8,478,238 人民币普通股 8,478,238

李永光 6,872,793 人民币普通股 6,872,793

童国富 6,693,057 人民币普通股 6,693,057

宋骁飞 6,395,134 人民币普通股 6,395,134

浙江诸暨嘉华瑞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6,280,040 人民币普通股 6,280,04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6,064,770 人民币普通股 6,064,7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801,220 股；王兰香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437,100 股；蔡耀平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478,23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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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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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末预付款项较期初上升54.23%,主要系预付货款及工程款增加引起所致； 

2、期末发放贷款及垫款较期初上升846.67%，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利通小贷公司对外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3、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下升32%，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中期票据的第一期利息。 

4、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上升31.43%，主要系向金融机构借款增加所致； 

5、资本公积较期初上升138.32%，主要系本公司向深圳市贝特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定向增发产生的股本溢价引

起所致； 

6、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140.66%，主要系本期公司持有的股票受二级市场变化影响，公允价值增加引

起所致； 

7、本期投资收益较上期下降54.28%，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本期无相关业务发生; 

8、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期发放贷

款1.8亿，同时本期支付的相关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引起所致； 

9、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收的现金1.28亿本期无相关业

务发生，同时本期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 

10、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发行中期票据收到8.97亿，本期无相关业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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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于2015年2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25号），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年2月4日，标的资产贝特瑞公司32.1457%的股权已过户至中国宝安名下。2015年3月4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86,871,657股在深交所上市。通过本次交易，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贝特瑞 73,737,472 股股份，占贝特瑞

股本的 89.923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情况 

2015 年 03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2015-017）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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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中宝控股将采

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避免

与深鸿基产生同业竞争，并作出

如下承诺：1、承诺将中宝控股

和中国宝安所拥有的适合深鸿

基发展需求的资产和业务以合

理价格和恰当方式注入深鸿基，

以提升深鸿基的经营能力、发展

能力和盈利水平。2、承诺不与

深鸿基就同一地块的地产开发

项目进行竞购，也不在毗邻地块

进行同种类型房地产项目开发。

2009 年 06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大

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

业（有限合伙）;海南绿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北京嘉俪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南海成长（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捷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中信华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北

京启明创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深圳中节能环保有限公

司;王婷 

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涉及的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在该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

安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前述锁定期满后，该等交易

对方所持有的该等股票的交易

和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2015 年 03 月

04 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 
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岳敏、贺雪琴、黄映芳、杨红强、

孔东亮、梁奇、黄友元 

1、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涉及的股份锁定期的

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

宝安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同时，为保证业绩承诺补

偿的可行性，自本次交易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月之日

起，7 名贝特瑞经营管理层人员

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按比例在

其已履行当期业绩承诺和利润

补偿义务的前提下（即当期未触

发利润补偿义务或虽触发利润

2015 年 03 月

04 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 

履行中 

7 

补偿义务但相应交易对方 完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

则进行交易和转让。2、关于中

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涉及业绩承诺、利润补偿的承诺

情况如下：岳敏、贺雪琴、黄映

芳、杨红强、孔东亮、梁奇、黄

友元均承诺标的公司贝特瑞

2014 年至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贝特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269.09 万元、13,652.42 万元

和 16,639.36 万元。 

曾广胜、贺德华、王培初、王桂

林、郭晓平、杨才德、庞钧友、

闫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

魏建刚、易征兵、陈俊凯、吴敦

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

红耀、刘超平、易神杰、刘兴华、

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师、

毛清晖、崔乐想、程林 

1、关于中国宝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涉及的股份锁定期的

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

宝安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同时，为保证业绩承诺补

偿的可行性，自本次交易发行的

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月之日

起，该等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所

获股份按比例在其已履行当期

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的前

提下（即当期未触发利润补偿义

务或虽触发利润补偿义务但相

应交易对方已完全履行利润补

偿义务）分步解除锁定，解除锁

定后的中国宝安股份根据法律

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进行交易

和转让。2、关于中国宝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业绩承

诺、利润补偿的承诺情况如下：

曾广胜、贺德华、王培初、王桂

林、郭晓平、杨才德、庞钧友、

闫慧青、邓明华、郭庆、王政、

魏建刚、易征兵、陈俊凯、吴敦

勇、梅佳、李佳坤、周皓镠、王

红耀、刘超平、易神杰、刘兴华、

李眸、王思敏、方三新、王腾师、

毛清晖、崔乐想、程林均承诺标

的公司贝特瑞 2014 年至 2016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贝

特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0,269.09 万元、13,652.42

2015 年 03 月

04 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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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 16,639.36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

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2011 年 02 月

18 日 

2017 年 2 月

17 日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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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002594 比亚迪 106,616,370.82 2,328,005 0.09% 2,200,018 0.09% 115,280,943.20 37,310,092.7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1211 比亚迪股份 35,826,326.83 1,000,000 0.11% 1,400,000 0.15% 44,246,147.40 17,465,912.2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300072 三聚环保 13,683,676.54 700,000 0.14% 600,000 0.12% 22,680,000.00 7,462,537.4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300041 回天新材 14,619,057.03 2,456,241 1.45% 670,097 0.40% 22,381,239.80 24,050,856.7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0157 中联重科 18,331,253.26 2,447,800 0.03% 17,917,896.00 -413,357.2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0423 东阿阿胶 20,665,732.18 511,900 0.08% 416,900 0.06% 17,388,899.00 2,183,290.20 交易性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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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

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700 腾讯控股 9,468,973.27 100,000 0.00% 100,000 0.00% 11,659,564.80 3,612,715.2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1157 中联重科 8,622,827.05 2,000,000 0.14% 8,475,363.00 -147,464.0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600329 中新药业 5,723,837.85 390,000 0.05% 390,000 0.05% 8,045,700.00 2,094,3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股票 002462 嘉事堂 8,326,823.69 198,400 0.08% 8,025,280.00 -342,737.3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购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34,782,707.83 20,389,146 -- 1,682,500 -- 29,163,870.95 5,062,295.52 -- -- 

合计 276,667,586.35 27,875,292 -- 12,105,715 -- 305,264,904.15 98,338,441.4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3年10月29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公司分别持有深信泰丰154.3993万股，宝利B500.1118万份，相关公允价值分别为14,204,735.60元、5,761,287.94

元，按证券交易所2015年3月31日收盘价确定。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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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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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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