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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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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翟美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光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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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4,109,922.19 23,243,067,894.01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98,572,129.28 5,333,992,345.96 -4.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252,411.95 2,800,243,765.36 -85.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收入 1,644,630,369.35 2,622,319,408.83 -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66,600.48 292,763,432.21 -10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06,579.44 242,158,733.11 -10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5.72 

减少 5.89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863 -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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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863 -10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原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11.87亿元，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商品房推货销售周期、国家限购政策及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等因素

的影响房款回款及租金收入减少所致；本期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13.52

亿元，主要本年支付苏州土地款约 7.93亿元，房地产公司在建项目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金额

增加（如增城、连云港、鄂州、常德、南通、天津、株洲）。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原因：1、收入下降导致利润下降：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9.77

亿元, 主要是本期未有新竣工组团交楼，现楼销售收入相对较少；受疫情影响根据市场实际情况

对商户免收约 1 个月租金和管理费，个别门店实行减租政策及门店到期，租金收入减少； 2、本

年产生的部分利润来源于非全资子公司，其中来安置业产生的利润 8,757 万中有 4,466 万归属于

少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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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617.30 -97,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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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462.63 15,696,6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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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365.08 2,272,066.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15,774.77 3,241,578.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16,232.06 -4,273,105.16  

所得税影响额 -1,666,648.57 -4,000,234.51  

合计 5,825,104.55 12,839,9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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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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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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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320,619,361 38.8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713,261,476 2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37,796,605 4.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

－中融国际信托－中融－

融珲 62号单一资金信托 

88,567,800 2.61 0 未知 0 未知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香江汇通一期

证券投资基金 

46,648,438 1.3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3,649,335 0.99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50,443 0.73 0 未知 0 未知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249,838 0.68 0 无 0 其他 

贺洁 21,946,908 0.65 0 未知 0 未知 

朱雪松 17,111,434 0.50 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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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320,619,361 人民币普通股 1,320,619,361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13,261,476 人民币普通股 713,261,476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37,796,605 人民币普通股 137,796,60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中融国际信

托－中融－融珲 62号单一资金信托 
88,5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67,800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

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 
46,648,438 人民币普通股 

46,648,4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649,335 人民币普通股 

33,649,3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50,443 人民币普通股 24,950,44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23,249,838 人民币普通股 

23,249,838 

贺洁 21,946,908 人民币普通股 21,946,908 

朱雪松 17,111,434 人民币普通股 17,111,4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股份有限

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深圳香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实施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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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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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77,596.86 7,357,945.70 -58.17 本期赎回部分基金 

应收账款 91,629,319.16 67,452,538.31 35.84 本期应收房款、租金增加 

预付款项 787,259,870.86 77,810,314.13 911.77 本期预付土地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916,785,508.69 621,159,915.02 47.59 本期支付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969,691,365.85 549,452,930.55 76.48 

本期合同取得成本及预缴税费增

加 

长期股权投资 332,668,894.87 69,491,469.64 378.72 本期增加对合营、联营公司的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82,565,830.00 112,535,830.00 -26.63 

本期收回部分投资本金 

在建工程 45,642,009.56 34,718,890.65 31.46 本期在建工程进度增加 

无形资产 100,597,740.36 148,522,939.04 -32.27 本期政府回收土地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0,000.00 -100.00 

本期其他非流动资产已转入无形

资产 

短期借款 1,354,310,958.33 302,879,477.58 347.15 本期借入短期借款 

预收款项 
40,918,847.19 5,195,969,389.08 -99.21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预收款

项调入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合同负债 
7,371,317,595.61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预收款

项调入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38,690,160.51 80,470,387.68 -51.92 本期支付上期计提奖金 

应交税费 314,450,772.47 402,592,470.75 -21.89 本期缴纳上期税费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411,826,222.55 2,356,010,783.02 -40.08 

本期按合同约定回售部分债券，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2,153,437,056.00 1,536,915,050.90 40.11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预收款

项调入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及计提土增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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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负债 
5,588,072.10  702,735.00  695.19 

本期按新收入准则，确认合同取得

成本，对应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库存股 49,376,479.84    不适用 本期回购公司股份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644,630,369.35 2,622,319,408.83 -37.28 

本期未有新竣工交楼组团，房款

收入减少；受疫情影响减免租金

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918,397,497.50 1,226,105,527.52 -25.10 

本期确认收入减少，对应成本结

转减少 

税金及附加 
158,863,403.24 343,559,271.42 -53.76 

本期确认收入减少，对应税费结

转减少 

销售费用 183,199,152.04 248,563,826.61 -26.30 本期广告宣传费较上期减少 

财务费用 
229,142,418.99 316,537,602.83 -27.61 

本期借款减少，计提利息费用减

少 

其他收益 15,696,697.93 12,843,839.08 22.21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722,143.57 -12,722,582.72 不适用 本期被投资企业亏损少于上期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719,651.16 1,165,048.89 -38.23 

本期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少于上

期 

信用减值损失 -368,520.41 -3,639,598.18 不适用 本期确认坏账损失少于上期 

资产处置收益 -33,388.29 79,567,264.66 -100.04 本期未处置持有待售资产 

营业外收入 9,712,751.65 7,633,471.63 27.24 本期违约金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6,534,809.26 2,805,561.23 132.92 本期对外捐赠、赔偿金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973,421.09 118,765,398.90 -88.23 

本期利润减少，计提所得税费用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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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翟美卿女士、修山城先生、翟栋梁先生、刘根森先生、

范菲女士、陆捷女士回避表决回避表决，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表决结果：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制定，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诚

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属于正常交易行为；该类交易可

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减少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能保证香江控股及下属

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同时能够降低交易对方信用风险，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利益。以上交易行为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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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临 2020-022号《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以及截至报告期末实际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备注：以上发生额不包含单独履行决策程序的交易金额。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微软（中国）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实施进展情况： 

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香江云科技公司于 2017年 6月 6日与南沙投资贸易促进局签署了《微软

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广州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项目合作协议》；同日，香江云科技公司与

微软中国正式签署了《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合作和商标许可协议》。签订协议的具体

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临 2017—038号及临 2017-041号公告。 

截止至本报告期内，该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2017年 6月 6日，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香江云科技公司与南沙投资贸易促进局签署了《微

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广州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项目合作协议》；同日，香江云科技公司

与微软中国正式签署了《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合作和商标许可协议》。 

（2）2017年 8月，确定“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广州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的运营

合作伙伴。 

（3）2017年 9月 22 日，香江云科技公司在微软广州公司举行了“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

划—广州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首次公开招募路演，路演当天，共有 12支团队参加。 

（4）2017年 9月，确定“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广州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平台”的办公

地址为广州南沙香江科创中心 18楼。 

（5）2017年 11月，香江云科技公司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峰会。 

（6）2019年 1月 15 日，独角兽牧场 17楼办公空间正式对外开放。 

（7）截止至 2020年 9月 30日，香江国际科创中心累计入驻企业（含已毕业企业）160家；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成果转化基地、广东省大数据创业创新孵化园、广州市创新创业示范（孵

化）基地、广州市科普基地、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站、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客汇、南沙特色孵化

器等荣誉资质共 40项；接受来访考察交流超 455场；举办赛事及活动近 120场。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

发生额 

2020 年 1 至 9 月

实际发生额 

1  
提供/接受

劳务 

香江集团、金海马及其下

属公司 

物业管理、旅游收

入、顾问等劳务 
5,000 万元 约 34 万元 

2 租赁 
香江集团、金海马及其下

属公司 
房屋租赁 10,000 万元 约 2,954 万元 

3 
购买/出售

商品 

香江集团、金海马及其下

属公司 
购买、出售商品 8,000 万元 约 238 万元 

4 
接受财务

资助 

香江集团、金海马及其下

属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 60,000 万元 约 1,549 万元 

合计 83,000 万元 约 4,7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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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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翟美卿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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