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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刘洪光 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 董事仇瑜峰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68,786,203.05 元，母公司实现 2020 年净利润 87,500,864.93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187,358.3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970,550,005.81 元，归属于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2,236,575,870.64 元。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0

年末总股本673,396,786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共分配现

金红利计80,807,614.32元。公司2020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黄浦 6006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俊 蒋舟铭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北京东路668号东楼32层 上海市北京东路668号东楼

3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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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63238888 （021）63238888 

电子信箱 stock@600638.com stock@600638.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经营模式以自主开发、销售、出租为主。公司的业务

板块分为商业办公地产开发、住宅地产开发、园区建设开发及长租公寓开发经营等。目前公司房

地产开发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江苏。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主要产品为高端办公楼、普通商品房、酒店式公寓、科技园区、保障

性住宅、长租房、多层洋房和别墅等。 

详细情况参见“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0,092,913,489.24 15,125,988,713.40 32.84 12,579,602,007.29 

营业收入 1,194,129,800.85 1,276,105,232.14 -6.42 1,066,328,391.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8,786,203.05 -553,294,937.22 148.58 571,982,617.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3,018,241.04 -607,765,277.51 112.01 -34,017,365.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13,067,771.67 4,068,762,498.87 6.00 4,575,509,764.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51,771,248.41 330,241,910.12 309.33 -621,713,262.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991 -0.8216 148.58 0.84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991 -0.8216 148.58 0.849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6.39 -12.53 增加18.92个

百分点 

13.0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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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7,555,385.30 193,892,757.70 151,482,806.31 551,198,85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53,218.02 46,684,450.37 9,022,422.45 185,126,11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496,713.35 37,873,508.14 5,008,062.36 2,639,95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860,626.05 461,284,956.92 722,700,590.64 533,646,326.9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9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9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

公司 

  120,701,293 17.92   质押 120,420,000 国有法人 

上海盛誉莲花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510,000 115,162,770 17.1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黄浦区集体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85,107,090 12.64   无   国家 

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31,923,241 4.74   质押 31,07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禾晟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禾晟源稳

进二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6,633,912 28,436,530 4.22   无   其他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17,378,410 2.58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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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坤 5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安坤 8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6,861,870 2.50   无   其他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丹泽 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3,896,600 2.06   无   其他 

福建天宝矿业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860,000 6,590,000 0.9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新黄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5,628,000 0.84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还分别通过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安坤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安坤 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丹泽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新黄浦股票 17,378,410 股、16,861,870

股、13,896,600 股。上海新黄浦（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市黄浦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子公司。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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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已于 2019 年内

兑付本金和应付利息。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7.57 71.78 增加 5.7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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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3 增加 0.06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1.67 -1.21 238.0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3,230.08 万元，其中营业收入 119,412.98万元，当年实

现净利润 31,509.2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6，878.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净

利润 7,301.82万元。 

2020 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极为特殊的一年。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

极为严峻；从公司自身情况来看，上市近三十年的新黄浦实业再次走到转型发展关键路口。困难

激发干劲,2020 年全年，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心，逆势求进，合力确保公司触底反弹并为即将展开

的新一轮大发展奠定较坚实的起点。 

（一）、工程建设排除困难努力赶抢进度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导致全国各地工程建设普遍陷入“停摆”状况。面对这种

情况，公司在建项目管理团队围绕节点目标要求不等不靠，群策群力，全力抢赶工程进度。 

其中南浔项目公司通过居家办公、远程会议交流、工作信息时时共享等方式，确保内部管理

不放松、日常工作不耽误。2月 17日地区封闭解除后，以“有效管理抢时间，团结协作促进度”

为工作宗旨，安排所有人员到项目现场，立即投入到开工、复工的各项工作，并结合实际进一步

细化、优化房产开发中的难点、要点，为各地块顺利开工、房产销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年

末，CD地块合院样板房已完成建设并对外开放，A、B、D 地块主体结构封顶完成，CX地块高层 6

个单体主体结构施工至 13层，洋房 7个单体中的 5个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联排 17 个单体正

在进行地下室或主体结构施工。 

常州金坛项目公司在春节后复工延迟一个多月情况下，大力加强施工协调与管理，积极推进

招投标工作，努力完成全年预定工作目标。截止年末，项目 A标段已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及内外墙

面粉刷、浮筑地坪浇筑，B、C标段已完成结构封顶。 

闵行吴泾租赁房项目在工期被迫延后 2个月情况下，及时调整阶段性进度计划，确保年度计

划和总体目标完成。截至年末，项目地下室结构+0.00 完成，7、9#楼完成 6层结构，1、2、3、6、

8#楼完成 7层结构，5、11#楼完成 8层结构，10#楼完成 9层结构， 样板房（含临时示范区）精

装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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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梅陇租赁房项目通过加班加点、全员参与等方式，努力推进开发进度。经过努力，项目

已于 4月 23日正式开工建设（桩基工程），不仅没有拖延工期，反而比原定计划提前 1周左右时

间。目前现场地库正负零结构已全部完成，外墙和顶板防水及保护层已全部完成，地库周边沟槽

土方已回填完成。1#楼已施工至 9 层结构，2#楼已施工至 8层结构，3#楼已施工至 5层结构，4#

楼已施工至 4层结构，5#楼已施工至 3层结构，6#楼已施工至 3层结构。 

公司各处保障房建设团队克服复工延迟、工程材料供应延迟、劳动力不足等不利影响，内外

协调、全力以赴，尽可能缩短被延误的工期。其中松江南站大型居住社区动迁安置房项目两地块

同时开发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均已取得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奉贤南桥大型居住社区共有产

权保障房项目外立面脚手架拆除于 7月初完成，室外总体工程 12月底基本完成，景观绿化工程绿

化土已平整完成，景观工程正施工中；宝山顾村共有产权保障房项目截至年末，住宅室内粉刷完

成，保温工程完成约 95%，门窗工程完成约 90%，安防工程完成约 70%，消防工程完成约 80%，给

水配套工程完成约 90%。  

深圳大成基金项目排除疫情干扰顺利实现复工复产，顺利完成总包工程竣工、节能整体验收

和竣工备案，有效组织物业公司进场并完成过渡、承接工作。积极推进装修设计工作并完成自用

区、公共区域装修样板层施工。 

（二）房产销售顶住压力继续保持较好势头 

在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下，今年一季度国内各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几乎处于“封冻”状态，

对全年销售任务形成巨大压力。面对这种前所未有严峻开局，公司房产销售工作及时转变工作策

略，全力拓展销售渠道，较为成功地抓住市场逐步回暖产生的契机，在极端不利情况下保持了良

好的销售势头。 

其中南浔项目公司率先启动“南浔抗疫志愿者”购房优惠行动。进一步通过以老带新、全

民经纪人政策组合发力，大力围绕当地高铁工程开工建设、南浔新城区末来开发建设规划等区域

亮点，借势造势为房产销售赢得新的机遇。其中嘉顺项目 2020年取得销售回款 1.24亿元，累计

回款 15.17 亿元。浙投项目 2020 年取得销售回款 3.14 亿元，累计回款 3.48 亿元。湖州项目自

2020年 9月份开盘以来，实现回款 3880.82万元。 

常州金坛项目受疫情影响，按政府要求于 1月 23 日暂停销售，直至 3月 16 日方予复工。项

目公司面对困难不等不靠，积极采取措施调整营销方案，加大市场推广宣传力度，全面启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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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及样板工程建设。截止年末，累计预售 584套（其中高层 509 套，洋房 75 套），累计预售金

额 9.18亿元，累计回款金额 6.82亿元。 

公司保障房建设团队积极对接对口政府部门，狠抓销售与回款。其中松江南站动迁安置房

项目实际累计收到建房价房款 1.32亿元，累计收款比例 75%，目前商业部分销售工作正在开展中；

奉贤南桥共有产权保障房项目 2020年销售签约 50套，新增销售面积 3705.99m
2
，新增销售额 0.39

亿元，年度回笼资金约 2.79亿元，；宝山顾村共有产权保障房项目 2020年销售签约 101套，新增

销售面积 10627.30m
2
，新增销售额 1.6亿元，年度回笼资金约 11.23亿元。 

（三）房产经营自我施压不断贴合市场需求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房产经营团队不断自我施压，不断推陈出新。其中科技京城管理公司

以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为红线要求，以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为抓手，不断

创新工作思路，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努力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对于企业信用度好、有成长潜力的租户，最大程度上满足其扩租、续租需求。公司通过进一步做

实市场调研，努力提升招商工作成效，减少退租及空置率，确保收缴率。在对招商客户的把控上，

公司加强了对目标客户定位和规划，做好楼内租户结构调整，以外资企业为优选，以高新技术行

业企业为主力客户群，大力支持大企业、大客户实地注册，保证楼宇入驻企业的品质。企业服务

中心积极配合区金融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企业集中注册登记工作，主动陪同企业办理注册

手续，积极协调、通力合作，做到了注册流程最优化、注册办理便捷化，充分体现企业服务中心

的优质服务。 

公司长租公寓项目团队一方面积极走访、接洽周边园区与企业，深入了解企业、园区和相

关目标客群的需求，加强客户维护工作，在项目设计、建设、装修、定价等前期环节，全方位贴

合客户需求；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从如何引发客户群关注并提高后续入住率进行思考与规划，利

用当下高效且优质新媒体并结合线下传统品牌方式进行组合式营销推广，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扎

实基础。 

（四）华闻期货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2020年，华闻期货在上年实现跨越式增长基础上，通过提升 IT系统运维能力、多渠道实现

数字化转型、加强业务部门考核，提升资管产品管理能力、加强中后台人才力量、加强合规条线

管理等全方位工作，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截至年末，华闻期货客户权益达到 52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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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较 2019 年初增长超过 36 倍，指标完成率 173%。日均权益 34亿元，指标完成率 170%。资

产管理业务年度规模达到 6.6亿元，同比增长 658%，指标完成率 217%。公司资管获得了行业“最

受欢迎私募管理人奖”等奖项并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量方面，华闻期货自 2020年下半

年起，日均成交量突破 100万手，单日峰值达到 245万手，成交量市场占有率从 2019年初的行业

排名 135位左右，一举进入前 10位，跨越式增长态势明显。 

（五）遗留问题逐一得到妥善解决 

在前期发生多起重大资产减值事件后，公司协调多方力量，尽一切可能努力压缩风险资产。

2020 年内，在股东单位大力协调以及董事会正确领导下，公司相关团队多方设法、多举措并举，

最终经过反复沟通与艰难谈判，与相对方就 5.14 亿元预付款事项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并按约定

顺利履行完毕，所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公司年审会计师亦为此出具了“关于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

计意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 5.14 亿元预付款事项的最终解决，对公司未来经营具有积极正面效应。此外，公司相关

工作团队还在多个存量项目上成功实现全额回收或规模压缩，各种增信、保全措施亦取得实质性

进展。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

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

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

不做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影响。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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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 5,063,340,044.52 -900,000.00 

合同负债 2,688,646,371.56 857,142.86 

其他流动负债 240,978,399.75 42,857.1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133,715,273.21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

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

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

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

量 
合计 

预收款项 3,353,236,789.55 114,719,721.01 -3,238,517,068.54  -3,238,517,068.54 

合同负债  892,390,280.28 892,390,280.28  892,390,280.28 

其他流动负

债 
2,109,970,389.46  2,185,257,800.29  75,287,410.83   75,287,410.83  

其他非流动

负债 
247,626,400.00  2,518,465,777.43  2,270,839,377.43   2,270,839,377.43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综合考虑享有的结构化主体的可变回报，或承担的风险敞口等因素，本年度认定将 5 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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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体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分别为浦浩进取希腊字母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浦浩进取希腊字母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浦浩顺水行舟 1 号私募投资基金、浦浩稳健希腊字母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浦浩致远价值平衡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