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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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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建国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9,057,312,740.46 61,276,950,060.49 61,276,950,060.49 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21,033,747.01 5,892,127,740.67 5,892,127,740.67 3.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调整后）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调整后）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11,331,654.94 -6.51% 8,499,178,017.73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625,897.42 526.80% 525,926,765.25 67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8,188,950.55 275.65% 246,063,987.88 49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396,176,862.22 -19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500.00% 0.29 6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500.00% 0.29 6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增加7.82个百分点 8.79% 增加7.46个百分点

注：因上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新增合并烟台中粮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故追溯调整上年度同期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813,731,596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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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60,338.81

主要为金帝食品公司剥离非主

业资产取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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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8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45,600,752.00

子公司收取股东或公司收取参

股子公司往来款资金占用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949,052.1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5,901,744.26

公司向参股子公司北京悦恒置

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收取

的利息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32,230.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702,039.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44,181.45

合计 279,862,777.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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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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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7 828,265,000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3 65,864,600 0 - -

洪卓斌 境内自然人 0.92 16,703,554 0 - -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其他 0.72 13,137,017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0,665,226 0 - -

张忱业 境内自然人 0.36 6,605,502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36 6,535,26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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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6 4,660,190 0 - -

吕春玲 境内自然人 0.25 4,622,500 0 - -

华泰保兴基金－浦发银

行－华泰保兴光明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4 4,370,0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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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828,2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8,26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8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64,600

洪卓斌 16,703,554 人民币普通股 16,703,554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3,137,017 人民币普通股 13,137,01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65,226 人民币普通股 10,665,226

张忱业 6,605,502 人民币普通股 6,605,50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6,535,268 人民币普通股 6,53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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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0,190 人民币普通股 4,660,190

吕春玲 4,6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500

华泰保兴基金－浦发银行－华泰保兴光明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中国

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洪卓斌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828,138

股，普通账户持股875,416股，实际合计持有 16,703,554股；

公司股东张忱业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345,549

股，普通账户持股259,953股，实际合计持有6,605,502股；

公司股东吕春玲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622,

500股，普通账户持股0股，实际合计持有4,62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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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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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告期末前十名“08中粮债”持有人持债情况表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债张数 持债比例(%)

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62,054 27.18

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2,260,000 18.83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60,780 8.84

4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石油年金产品－股票账户 1,000,770 8.34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能 800,000 6.67

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774,940 6.46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 2.92

8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三组合 340,000 2.83

9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300,000 2.50

10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299,010 2.49

4、报告期末前十名“15中粮01” 持有人持债情况表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债张数 持债比例(%)

1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信托－泰睿博荟1号单一资金信托 2,350,000 11.75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

3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前海万科REITs封闭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000,000 10.00

5 中国建设银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000 6.50

6 广发证券－广发－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 5.00

7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产鑫享5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800,000 4.00

8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贵宾丰元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70,000 3.35

9 中邮创业基金－华夏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3.00

10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九组合 500,000 2.5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33,186,261.54 71,851,781.82 85.36% 主要是在建开发项目预付工程款增加

应收利息 160,149,730.75 86,880,864.91 84.33% 主要是应收参股子公司委托贷款利息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573,913,846.61 6,757,601,112.44 100.87% 主要是增加参股子公司往来款及拍地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1,817,662,775.02 1,163,078,070.54 56.28%

主要为预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

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740,992,943.54 2,045,352,784.94 34.01% 主要是对参股子公司投资款增加

应付利息 51,820,433.81 120,147,804.30 -56.87% 主要是归还长期借款利息

其他应付款 3,995,170,108.89 1,592,555,960.89 150.87% 主要是子公司应付股东借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001,475,000.00 2,251,122,417.54 33.33%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11,607,886.51 307,934,094.46 -31.28% 主要是1-9月销售代理费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212,300,122.17 353,222,831.95 -39.90%

主要是新增参股子公司往来款，1-9月利息收

入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85,665,510.55 26,284,824.24 225.91%

主要是1-9月新增参股子公司往来款， 按照谨

慎性原则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 15,631,118.01 30,142,320.38 -48.14% 主要是1-9月投资企业净利润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612,126,895.36 311,894,592.44 96.26%

主要是1-9月利润总额增加， 相应的所得税费

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96,176,862.22 3,719,108,581.08 -191.32%

主要是1-9月支付拍地保证金及参股子公司往

来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3,250,588.22 -1,875,126,780.09 51.30% 本年1-9月对外投资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3,416,709.77 3,526,126,716.45 -69.84% 主要是1-9月借款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依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的中粮金帝食品厂区（以下简称“金帝食品厂城市更新

项目” ）进行了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申报。 2017年8月，该项目获得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批准，

并列入《2017年福田区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计划》。 2017年9月，该项目规划（草案）

通过深圳市福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金帝食品厂城市更新项目

拟更新方向为新型产业等功能，更新单元用地面积28,409.5平方米，拆除重建用地面积28,

409.5�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24,147.5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44,810平方米，不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 该项目须按照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完成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编制及项目实施主体确认等工作后方可实施开发建设。该项目的规划建设要求在城市更新

单元规划审批过程中予以确定。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须依据城市更新政策规定的条件及

程序进行确认后产生，仍存在不确定性。

2、为了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剥离非主业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食品” ）于2016年12月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

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大家” ）被确定为竞

得人，成交价为20,600万元。 2016年1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与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实

物资产交易合同〉的议案》，同意金帝食品与利大家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等法律文

件。双方已于2017年1月完成签约，2017年2月利大家已支付全部款项。本报告期内，双方已

完成全部资产交割。

3、2017年7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锦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锦悦” ）

与深圳瑞诚嘉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诚嘉益” ）组成联合体，通过公

开竞拍竞得成都市成华区 CH05（251）：2017-02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已设

立项目公司成都鹏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鹏鼎置业” ）。根据双方签订的联合竞

买协议约定，中粮锦悦与瑞诚嘉益就后续具体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在报告期内签

订了《投资协议》，共同合作开发目标地块。 本次交易已经 2017�年 8�月 29�日召开的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4、2017年8月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悦锦

合” ，我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0%股权）通过重庆联交所以公

开摘牌方式成为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Q分区F3-2-4/02、F3-2-3/02、F3-2-2/02

号地块上的“蟠龙欣城” 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蟠龙欣城”

项目）的买受人。 报告期内，华悦锦合按照产权交易所相关流程与转让方重庆市佳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2017�年 9�月 22�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华悦锦合股东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另一股东深圳沅晖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后续具体合作开发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在报告期内签订了《项

目投资协议》，共同合作开发蟠龙欣城项目。

5、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2017年7月24日开市起停牌。 9月28日，公司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OFCO� (Hong�

Kong)� Limited” ）签署了关于本次重组的框架协议，并于2017年9月29日公告了框架协

议的主要内容， 由公司向中粮香港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所持

Vibrant� Oak� Limited的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Vibrant� Oak� Limited�为大悦城地

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由于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且公司尚需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等若干监管机构就交易方案进行沟通，并需取得上述机构的原则性同意，公司预计

无法在停牌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即2017年10月24日前披露本次重组信息。 2017年

10月23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

牌相关事项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24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并承诺公司证券因筹划各类事项的连续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

月。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重要事项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相关查询

其他重大

事项序号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名称

2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转让部分资产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86）

2016年12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3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粮锦悦置业有限公司与深圳瑞诚嘉益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3）

2017年8月31日

4

关于控股子公司以公开摘牌方式成为重庆“蟠龙欣城” 房地

产开发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受买人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7-066）

2017年9月1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深圳沅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9月23日

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

5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2017年7月22日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 2017年7月2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 2017年8月7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17年8月12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2017年8月19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56）

2017年8月22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2017年8月26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 2017年9月2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 2017年9月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2017年9月16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

2017年9月23日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0）

2017年9月29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2） 2017年9月30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6） 2017年10月14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8） 2017年10月21日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

2017-089）

2017年10月24日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90）

2017年10月24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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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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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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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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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为全面落实国家“两个百年”战略，聚焦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一系

列部署和要求， 中粮地产充分研究川西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区位资源，

找准脱贫路径，积极帮助当地发展旅游经济，增强造血功能，并在支持地方公益事业和民生

建设上，通过援助帮扶，践行了央企的社会责任，为打赢扶贫攻坚战贡献中粮力量。

2017年9月，公司董事长带队赴甘孜县考察调研，向甘孜县捐赠了扶贫援助资金并在

甘孜县中心敬老院、甘孜州康北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捐助活动。

未来，中粮地产将遵循甘孜县委、县政府的精准脱贫攻坚规划，建立沟通机制、定期互

访，继续为甘孜县2019年提前脱贫添砖加瓦。 公司将严格按照对外捐赠管理相关要求，严

格按照预算支出，做好对外捐赠工作；同时继续整合相关资源，一如既往关注公益慈善领

域，发挥央企优势，助力公益，奉献爱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本页为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签名： 周 政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7-092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26日

以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期

限1年，额度项下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关联董事周政、蒋超、曾宪锋、贾鹏已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关

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7-094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

10

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本次拟向关联方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粮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期限1年，借款利率为额度项下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

率。

2、本次关联交易所涉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

元授信额度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于2017年10月30日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政、蒋超、曾宪锋、贾鹏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

致同意。 三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专项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借壳，也无需经过证监会等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与公司

同受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实质控制。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4日，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 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00000000037158，注册地址为：北京，法定代表人：马王军，注册资本10亿元，经营范围：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

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2年9月24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银监复【2012】537号），中粮期货有限公司将所

持有的财务公司3,256.40万元股权转让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66,223.60万元，美元2,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2.74%，为财务公司实

际控制人。

财务公司2014-2016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50,455,289.34元、296,695,507.20元、286,

362,553.18元，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

本充足率为30.5%。

财务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截止到2017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8,844,434,286.70 17,328,692,391.81

总负债 15,456,288,350.74 14,123,978,145.10

净资产 3,388,145,935.96 3,204,714,246.71

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8,062,770.95 286,362,553.18

净利润 176,539,235.98 154,541,419.47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署《授信协议》，根据《授信协议》财务公司

向公司提供10亿元授信额度，期限1年，额度项下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在《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限和授信额度内，公司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但使用授信额度

余额之和不得超过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向财务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

地产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年10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粮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10亿元授信额度，期限1年，利率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2016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与利息之和原则上不高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给

公司的贷款授信额度限额， 期限至公司三年后股东大会再次审议相关金融服务议案为止，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向公

司支付利息。

上述事宜详情请见公司2016年10月31日、2016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披露内容。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结算户上的贷款余额为50,000万

元，利息支出1,640万元；存款余额为33,633.19万元，获得利息收入276.26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申请借款，我们认为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支持，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3、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专项

意见；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确认

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10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

交易的专项意见。

5、授信协议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7-095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10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

司” ）与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盛平置业有限

公司组成联合体 ， 通过公开竞拍成功竞得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

SY00-0019-6005地块B1商业用地、SY00-0019-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挂牌编号：

京土整储挂（顺）[2017]076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竞得宗地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宗地位置

该宗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 四至范围为：东至裕丰路，南至双裕街，

西至马头庄路，北至双裕北街。

二、主要规划指标

该宗地土地面积为65,602.95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为120,16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

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年限为居住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办公用地50年。

三、土地价款

该宗地成交总价为人民币49.5亿元。 北京公司拥有25%权益。

四、其他竞得条件

现场竞报企业自持商品住房面积占该宗地居住用途建筑面积比例为12%。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司代码：

600241

公司简称：时代万恒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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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负责人魏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庆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庄绍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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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707,321.02 2,221,884,141.87 -1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3,427,326.92 625,406,685.0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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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43,131.25 -84,581,053.96 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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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830,067.71 931,201,024.42 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12,300.37 -9,698,924.5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68,143.56 -9,405,687.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1.3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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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915,385.70 19,915,3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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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63.50 508,929.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21.20 -477,577.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0.43 -21,517.46

所得税影响额 -27,886.90 -34,172.62

合计 20,080,443.93 19,891,0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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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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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00,398,430 44.39 0 质押 50,000,000 国有法人

黄年山 11,690,899 5.17 11,690,899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国忠 10,355,644 4.58 10,355,644 无 境内自然人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

司

10,296,299 4.55 10,296,29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桂华 5,341,020 2.36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飞腾 1,205,425 0.53 0 未知 未知

庞柳萍 890,17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805,000 0.36 0 未知 未知

罗军 800,090 0.35 0 未知 未知

张允三 741,808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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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398,43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98,430

张桂华 5,341,020 人民币普通股 5,341,020

王飞腾 1,205,425 人民币普通股 1,205,4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5,000

罗军 800,09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90

张允三 741,808 人民币普通股 741,808

何红军 683,002 人民币普通股 683,002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信托·融

信3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9,003 人民币普通股 619,003

任河 599,405 人民币普通股 599,405

孙稳石 553,585 人民币普通股 553,5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股东黄年山、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张允

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上表所

列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以上所述，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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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本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率

货币资金 420,345,952.87 717,290,498.30 -41.4%

应收票据 806,984.22 200,000.00 303.5%

应收账款 277,569,226.32 183,477,644.09 51.3%

预付款项 114,783,072.77 39,356,951.88 191.6%

存货 170,252,668.32 123,120,771.15 38.3%

长期股权投资 125,794,532.94 215,194,261.01 -41.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9,149,066.20 28,896,122.06 -68.3%

应付票据 29,549,525.27 251,447,603.00 -88.2%

预收款项 38,664,895.12 15,607,152.98 147.7%

应付职工薪酬 30,711,645.30 45,086,764.89 -31.9%

其他应付款 38,655,484.82 67,605,786.71 -4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432,076.56 13,093,592.77 -43.2%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是由于母公司货币资金减少导致；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由于子公司辽宁时代万恒信添时装有限公司应收票

据增加导致；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贸易业子公司应收款项增加导致；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子公司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采购预

付款增加导致；

存货增加主要是由于林业子公司存货增加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主要是转让沈阳万恒易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导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主要是由于子公

司时代万恒（香港）民族有限公司外汇合约本期部分交割导致；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由于母公司应付票据减少导致

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子公司辽宁九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时代万恒

投资有限公司预收账款增加导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由于子公司支付薪酬导致；

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是由于林业子公司对外支付往来款导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由于林业子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减少导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销售费用 60,481,308.38 45,602,132.88 32.6%

资产减值损失 -2,387,463.28 -439,289.13 443.5%

投资收益 2,892,405.23 -14,611,845.80 -119.8%

营业外收入 529,908.08 344,762.59 53.7%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林业子公司本年度销售费用增加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由于本年度收回长账龄往来款导致资产减值冲

回较多导致；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转让沈阳万恒易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导

致；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政府补助增加导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143,131.25 -84,581,053.9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030,828.78 -49,391,344.3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508,902.67 147,758,141.8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由于贸易业子公司、 林业子公

司、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按合同进度收回莱茵

海岸转让款及转让沈阳万恒易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由于偿还银行借款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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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辽宁

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149号）。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顺利进行，公司于2017年9月4日召开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对董事会授

权的有效期的议案》，将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会授权的有效期延长12

个月至2018年9月19日到期。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

积极推进中。

至报告期末， 公司转让沈阳万恒易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事项已实

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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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钢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41� � � � � �证券简称：时代万恒 公告编号：2017-038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7号，辽宁时代大

厦12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584,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9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

董事长魏钢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罗卫明、陈枫、刘晓辉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陆正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蒋明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庄绍英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九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62,868 99.2068 821,532 0.7932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黄年山、刘国忠、庞柳萍、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张允三回避了

对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九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

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勇、翟春雪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鉴证律师出具的《关于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