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01

■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11 聊城 阿卡北区 100% 65,370.82 67,164.31 7,935.44 2016/9/30

12 聊城 东昌首府 100% 43,881.00 65,413.07 6,476.13 2016/12/31

13 聊城 水岸花语 100% 66.86 66.86 116,427.51 2017/9/30

14 聊城 锦绣学府 100% 141,518.47 141,518.47 - -

15 聊城 馨河郦舍 100% 86,950.45 46,290.81 45,241.64 2017/9/30

16 临沂 花语馨苑 100% 34,747.59 10,736.21 10,698.76 2017/9/30

17 临沂 荣盛华府 100% 77,756.00 87,786.33 40,630.66 2017/6/30

18 临沂 锦绣外滩 79% 130,605.77 219,681.06 - 2017/6/30

19 临沂 蓝山郡 100% - 65,441.23 - -

20 沧州 香堤荣府 69% 13,415.53 12,432.19 138,084.34 2017/3/31

21 沧州 荣盛名邸 50% - 54,598.39 - -

22 沧州 泰享嘉府 50% - 24,662.96 - -

23 承德 荣丰华府 100% - 11,667.22 - -

24 邯郸 阿尔卡迪亚 100% 604,384.00 3,971.34 1,960.61 2016/12/30

25 邯郸 江南锦苑 100% 238,317.58 6,345.57 83,305.86 2015/12/31

26 邯郸 锦绣兰亭 100% 261,544.00 46,177.24 - 2016/12/31

27 邯郸 荣盛城 100% - 156,211.14 - -

28 邯郸 荣盛观邸 100% - 55,460.77 - -

29 邯郸 公园印象 100% - 111,583.39 - -

30 秦皇岛 戴河首岭 85% 36,875.08 23,031.12 34,448.96 2017/12/31

31 秦皇岛 香海湾 85% 26,112.99 4,277.99 5,566.78 2017/6/30

32 秦皇岛 汤泉首岭 85% 31,042.84 38,405.83 40,742.72 2017/6/30

33 香河 白鹭岛 100% 17,597.97 15,450.12 39,594.72 2017/12/30

34 香河 香城郦舍 100% 1,854.86 5,175.01 5,101.38 2016/9/30

35 香河 香蒲屿 100% 4,651.24 39,133.33 2,684.23 2016/12/30

36 香河 花语城 60% 38,117.95 12,800.79 - -

37 香河 帝品御居 100% 10,262.31 1,605.73 - -

38 廊坊 塞纳荣府 100% 25,376.66 28,025.46 907.92 2016/3/31

39 廊坊 四季花语 100% 4,225.78 21,159.27 - 2016/12/31

40 廊坊 阳光馨苑 100% 674.92 24,220.22 - 2016/9/30

41 廊坊 花语城 100% 17,583.78 319,178.20 - -

42 廊坊 荣盛华府 100% 25,113.63 14,958.70 21,172.31 2016/12/1

43 廊坊永请 荣盛城 100% 51,460.80 5,493.23 80,503.52 2017/9/30

44 廊坊霸州 温泉城 100% 61,207.61 78,470.91 75,532.93 2017/12/31

45 廊坊永清 紫竹苑 100% 132,038.48 27,832.66 - -

46 石家庄 荣盛华府 100% 597.12 199,995.33 70,929.16 2017/12/15

47 石家庄 阿尔卡迪亚 100% 6,770.00 4,119.39 17,420.85 2015/9/30

48 石家庄 抱犊寨 100% - 69,015.65 - -

49 唐山 湖畔郦舍 100% 287,947.00 270,091.01 33,138.46 2016/12/31

50 张家口 下花园·阿尔卡迪亚 70% - 48,120.99 - -

51 濮阳 荣盛华府 100% - 22,724.19 - -

52 郑州 荣盛华府 100% - 26,377.74 - -

53 嘉兴 香韵名苑 100% - 23,492.33 -

54 嘉兴 百合花园 100% - 73,545.52 -

55 嘉兴 富盛名邸 100% - 58,691.02 -

56 嘉兴 观湖景园 100% - 32,091.27 -

57 宜春 硒温泉国际度假区 51% 56,781.42 16,697.06 - -

58 南京 莉湖春晓 100% 106,143.81 2,369.97 5,431.26 2016/12/31

59 南京 龙湖半岛 100% 11,698.00 246,744.76 296,604.84 2017/2/15

60 南京 花语城 100% 4,963.09 131,623.08 191,454.90 2017/12/31

61 南京 荣盛华府 100% 209,437.59 150,367.31 149,900.62 2017/12/31

62 南京 荣盛首府 100% 14,900.13 106,135.61 - -

63 徐州 花语城 100% 96,946.91 140,400.85 198,965.42 2017/9/30

64 邳州 文承苑 100% 8,809.99 15,778.99 106,808.77 2017/9/30

65 徐州 香榭兰庭 100% 12,141.39 9,383.35 3,530.78 2017/9/30

66 徐州 荣盛城 100% 105,727.52 272,693.08 517,038.00 2017/12/31

67 蚌埠 锦绣香堤 100% 67,192.16 38,664.04 108,131.80 2017/12/30

68 蚌埠 西湖观邸 100% 20,671.87 141,857.26 55,556.85 2017/6/30

69 芜湖 荣盛华府 100% - 46,510.65 - -

70 黄山 金盆湾 85% 83,651.63 8,427.28 12,556.69 2017/6/30

71 黄山 莲花国际 85% 25,840.54 1,752.35 3,540.51

72 神农架 颐馨苑 85% 3,443.81 24,753.43 32,023.55 2017/6/30

73 宜兴 岭秀首府 50% 3,385.66 42,306.26 - -

74 宜兴 荣盛华府 100% 14,380.58 - -

78 长沙 花语馨苑 100% 178.93 5,321.67 92,089.69 2017/7/31

75 长沙 花语书苑 100% 30,494.50 51,217.35 53,506.96 2017/3/31

76 长沙 岳麓峰景 100% 17,786.72 172,947.63 135,832.53 2016/11/25

77 长沙 荣盛城 100% 118,515.72 109,623.51 - 2017/12/30

78 常州 锦绣华府 100% 64,902.85 31,654.49 89,648.76 2017/11/30

79 成都 花语城 100% 20,460.50 11,490.51 16,482.84 2015/3/24

80 成都 香榭兰庭 100% 59,295.71 27,932.13 28,805.29 2015/2/1

81 成都 紫提东郡 100% 28,721.99 10,230.61 14,392.98 2015/2/1

82 成都 香堤荣府 100% 13,107.96 56,258.84 - -

83 重庆 锦绣南山 100% - 132,824.98 - -

84 重庆 滨江华府 100% - 111,604.31 - -

85 重庆 荣盛华府 100% - 40,350.64 - -

86 湛江 海湾郦都 100% 18,082.68 8,614.41 61,857.25 2017/9/30

87 湛江

荣盛华府和中央广

场

100% 116,887.48 84,066.65 67,090.41 2015/3/30

88 惠州 花语馨苑 85% - 42,823.82 - -

89 惠州 御景澜湾 85% - 59,051.46 - -

90

海南省陵水

县

香水湾 85% 92,822.85 130,575.32 117,642.00 2017/12/31

（7）报告期，作为大地产板块的重要承载者，荣盛兴城坚持目标导向，直面形势、攻坚克难，理顺机制、强抓运营，在上

下团结努力奋斗下，年度目标全面完成，园区规模不断壮大，全国知名度不断提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报告期，荣盛兴城

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再创新高，招商入园企业45家。

①报告期，荣盛兴城平整土地及回款情况见下表：

序号 园区分布

报告期平整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累计平整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营业收入

一级土地整理及基建

回款

园区综合服务回

款

1 廊坊永清 15.53 90.87 89,729.75 89,072.80 3,530.89

2 廊坊香河 5.48 502.26 87,925.88 85,561.33 2,054.33

3 廊坊霸州 4.10 7.77 - - -

4 廊坊固安 45.10 45.10 - -

5 承德兴隆 32.26 50.36 7,778.23 600.00 -

6 张家口蔚县 20.33 20.33 - 430.00 -

7 张家口宣化 - - 1,354.10 1,435.34 -

合计 122.79 716.68 186,787.95 177,099.47 5,585.22

②报告期，荣盛兴城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的产业园区的情况：

协议签订日期 协议名称 产业园区约定范围

约定区域面积（平

方公里）

2017-03-03

《中国(淮北)碳谷产业新城

项目框架协议》

包括两部分：科技新城部分,规划面积约16平方公里，选址于现杜集

区（东湖和人民路东段区域）；碳谷工业区部分，规划面积约73.65平

方公里，选址于现淮北经济开发区（新区）及烈山区古饶镇。

89.65

2017-04-06

《整体开发建设经营唐山市

路南区城南经济开发区的

框架协议》

甲方将以城南经济开发区内中心环线以北区域（复兴路以东、吉祥

路以南、陡河以西、城市中心环线以北）和侯边庄工业园区以南区域

（唐曹公路以东、侯边庄工业园区以南、陡河以西的闭合区域）的整

体开发事项与乙方、丙方进行合作

18

2017-05-08

《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蔚

县太行产业新城的合作协

议

蔚县太行产业新城位于蔚县桃花镇镇域内，四至为：北至457县道，

南至小五台山北侧山脚，东至蔚县县界，西至桃花镇与常宁乡乡界

及现状沙河河道中心线

30

2017-05-17

《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宜

昌国家高新区主体产业园

区的框架协议》

现代服务产业园部分：包括晓雅路以南、仓屋榜村约12平方公里范

围；

白洋工业园区部分：包含白洋工业园区善窑新区、白洋新城、田

家河片区约30平方公里范围。

42

2017-10-16

《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玉

田高铁新城项目的框架协

议》

项目位于玉田窝洛沽镇，四至范围：北至窝洛沽镇镇界，西至玉滨公

路，东至还乡河西岸，南至 361省道（唐通线），高铁新城规划面积

约10平方公里。

10

（8）作为公司产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大力推动“6+N” 战略布局，初步形成“3+1” 的荣

盛康旅国际度假区业态模式，全年实现签约47.61� 亿元，回款37.71� 亿元，营业收入31.32� 亿元，呈现出新产业的强烈冲击

力。

报告期，荣盛康旅新获取项目的情况列表如下：

发布日期 公告名称 获取项目情况

2017-01-05

关于签订 《七里海片区合作开

发协议书》的公告

2016年12月30日，公司与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管理委员会本着“依法规范、深度合作、互

利共赢” 的原则，签订了《七里海片区合作开发协议书》,拟通过战略合作对七里海片

区进行整体性开发、建设和运营。

2017-02-25

关于与邢台市人民政府签订

《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邢台

市邢东新区约定区域的战略协

议》的公告

2017年2月24日，公司与邢台市人民政府本着依法规范、深度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签

订了《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邢台市邢东新区约定区域的战略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

拟与邢台市人民政府进行战略合作，通过PPP模式等多种合作方式，加速推动邢台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品牌和综合竞争力，将邢台打造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腹地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示范区。

2017-03-31

关于签订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

管理区合作开发框架协议的公

告

2017年3月30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本着“依法规范、深度合作、互利共赢” 的原则，签订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合

作开发框架协议》,拟通过战略合作共同促进塞北管理区旅游业和现代农牧业的发展。

2017-04-25

关于签订神农架林区东部、北

部综合旅游开发项目投资合作

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2017年4月2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本着“公平对

等、互利互赢、共同发展” 的原则，签订了《神农架林区东部、北部综合旅游开发项目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2017-05-11

关于签订衡水滨湖新区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

2017年5月9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邢台荣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衡水滨湖新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了《衡水滨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与邢台荣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2017-05-16

关于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

州签订相互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5月13日，在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见证下，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南摩

拉维亚州签订了《相互合作协议》。

2017-05-20

关于签订河北省中美友谊示范

农场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5月1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滦平县人民政府、美国艾奥瓦州-中国农

场公司本着“依法规范、深度合作、互利共赢” 的原则，签订了《河北省中美友谊示范农

场项目合作协议》,�拟在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建设中美友谊示范农场项目进行合作，充分

发掘滦平县的农业、旅游业发展潜力，更好地融合产业发展结构，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2017-05-20

关于签订御道口牧场全域旅游

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

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5月1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北省承德市御道口牧场管理区本着“依

法规范、深度合作、互利共赢” 的原则，签订了《御道口牧场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

游度假区合作协议》,拟通过合作，实现御道口牧场全区景点、景区环境风貌及基础设

施、配套服务设施整体提升，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国际康养旅游度

假区，引领承德市旅游发展新格局，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2017-05-26

关于签订云台古镇等项目合作

相关协议的公告

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规划，经友好协商，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修武县人

民政府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了《修武县人民政府与荣盛康旅投资有

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同建设云台古镇项目、修武县特色商业区等相关项目；随

后，甲乙双方又签订了《修武县人民政府与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云台古镇项目合作

协议》,�拟合作将云台古镇项目打造成为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

2017-06-10

关于签订河北省蔚县全域旅游

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7年6月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北省蔚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

签订了《河北省蔚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就蔚县全

域旅游多角度、多方位合作达成合作协议。

2017-06-16

关于签订福建省龙岩市云顶康

旅国际度假区项目合作开发框

架协议的公告

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规划，本着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2017年6月

1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签订了《龙岩市云顶

康旅国际度假区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2017-06-30

关于签订承德市兴隆县雾灵山

精品民宿旅游开发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

2017年6月28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兴隆县雾

灵山精品民宿旅游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拟依靠兴隆雾灵山北门区域自然优势，推

动产业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品牌和综合实力，按照特色小镇

和美丽乡村的标准打造国内一流的文化旅游主题小镇。

2017-08-08

关于签订安徽省滁州市服务型

经济示范区项目合作开发框架

协议的公告

2017年8月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了《安徽省滁州市服务型经济示范区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双方拟将安徽省滁州市

琅琊山旅游区及科教园区范围内研究打造成为服务型经济示范区。

2017-08-15

关于签订宜春市明月山项目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签订了《宜春市明月

山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双方就甲方目前提供的两个项目

地块开发合作达成一致意见，通过战略合作，共同把明月山打造成世界级养生、旅游目

的地。

2017-09-27

关于达成捷克共和国帕索夫斯

基水疗康复中心项目支持中医

药合作开发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2017年9月23日，荣盛康旅与中医药捐赠基金、TP公司、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达成《关于帕索夫斯基水疗康复中心项目支持中医药合作开发谅解备忘录》。

2017-09-27

关于签订秦岭荣盛国际旅游度

假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鄠邑炎黄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原

则，签订了《秦岭荣盛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拟通过整体合作开发，加快

西安市祖庵镇经济发展，重塑重阳宫、成道宫的道家祖庭地位，提升景区对外知名度，做

强做大旅游经济。

2017-10-26

关于签订安徽滁州市南谯区黄

圩湿地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投

资合同的公告

2017年10月22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滁州市

南谯区黄圩湿地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投资合同》。

2017-10-27

关于签订江苏省溧阳市文化旅

游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10月2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溧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溧阳市文化旅

游项目合作协议》，围绕打造“世界高端旅游度假目的地” 为目标，以溧阳市特有历史

文化为依托，重点导入世界领先或高端的温泉旅游度假产业、现代观光农业产业、健康

养老产业、公共服务产业等，同步完善各产业上中下游配套项目建设，实现全产业链经

营。

2017-11-07

关于签订河南省小浪底·荣盛

在河之洲旅游度假合作框架协

议书的公告

2017年11月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小浪底·

荣盛在河之洲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书》， 进一步推动小浪底北岸新区的经济转型

发展，将小浪底·荣盛在河之洲旅游度假区项目整体开发所属区域，打造成为国内外具

有广泛知名度的航空、旅游、度假、养生、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特色产业聚集区和生态康

旅度假区。

2017-11-29

关于签订安徽省青阳县朱备

镇、 杨田镇国际康养旅游度假

区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政府本着 “依法规范、深

度合作、互利共赢” 的原则，签订了《青阳县朱备镇、杨田镇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作协

议》。

2017-12-09

关于签订保定市涞源县荣盛·

康体运动休闲小镇项目执行协

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7年12月8日， 公司控股下属公司涞源荣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保定市涞源县人

民政府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互利互惠” 的原则，签订了《荣盛·康体运动休闲小

镇项目执行协议》。

2017-12-19

关于签订河南省巩义市荣盛康

旅（巩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

目开发合作协议的公告

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战略，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康旅业务布局，改善河南省巩义市居

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条件，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2017年12月1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南省巩义

市人民政府签订了《荣盛康旅（巩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开发合作协议》。

（三）主营业务分析报告期，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生产经营计划。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7.04亿元，同比增长26.39%；营业利润77.67亿元，同比增长37.6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57.61亿元，同比增长38.88%。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17.33亿元，同比增长31.5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5.10亿元，同比增长16.25％；公司净资产收益率22.44%，同比增长3.70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实现开工881.86万平方米，完成2017年度开工计划的102.95%；竣工368.65万平方米，完成2017年度竣工

计划的80.16%。

报告期，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面积635.57万平方米，合同金额679.3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2%、32.61%。结转项目

面积456.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71%；结算收入345.82亿元，同比增长27.56%。

报告期，公司销售规模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销售均价也首次突破1万元/平米。

报告期，公司销售回款612亿元，与签约额的比例超过90%，融资额470多亿元。 良好的销售回款和融资，使得公司的现

金流状况极大改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74亿元，多年后实现回正。

报告期，公司在继续保持沪深300成分股等重要指标股的同时，还成为深港通标的股和MSCI明晟中国指数成分股，成

为资本市场的优质指标股。

报告期，公司顺应形势变化，不断扩大业务领域。 在做强做大传统住宅地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在生态旅游、养老养

生、产业新城以及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通过“建体系、塑模式” ，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培育竞争新优势，强化盈利能

力，打造“大地产” 、“大健康” 、“大金融” 以及新兴产业全面发展的“3+X” 战略格局。 城市地产持续增长，康旅产业羽翼

渐成，产业新城形成规模，新兴产业亮点纷呈，振兴银行挂牌开业，“五五”目标愈行逾近。

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不断拓宽拿地渠道，

创新购地模式。 充分利用招拍挂、城中村改造、股权收购等方式多管齐下加强土地储备。 尤其是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在京津冀区域的廊坊、保定、张家口、石家庄、邯郸、天津等核心地带的投资力度，并

取得积极成果。 上述项目的获取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公司实施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城市地产板块

报告期，公司城市地产板块保持持续增长，房地产主业成绩再臻新高。 在2017�年度严峻的政策调控压力下，根据市场

形势和要求，公司科学研判，及时调整经营计划，相关系统协调联动，全力保证货源供应，销售业绩再创新高。 廊坊市区、南

京、徐州、石家庄4�家公司年销售额突破70� 亿，廊坊市区、石家庄、蚌埠、聊城的市场占有率居于首位，石家庄荣盛华府项

目更是创出单项目签约52.3�亿的好成绩，跻身“2017�年全国地产单项目销售业绩TOP100” 榜单第21名。 2017年度，公司

抓住市场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去库存化，实现库存产品年去化面积155.6�万㎡，去化率达71%，同比提升10�个百分点。

康旅板块

报告期，荣盛康旅羽翼渐满，大健康产业业态初呈。 作为公司产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旅公司大力推动“6+N” 战

略布局，初步形成“3+1”的荣盛康旅国际度假区业态模式。荣盛康旅全年签约47.61�亿元，回款37.71�亿元。2017�年，荣盛

康旅圆满承接河北省内4�次旅游发展大会、中美友谊农场项目启动、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持续举办，获得“中国旅游杰出

贡献奖”等诸多荣誉，影响力不断扩大，知名度越来越高。 荣盛康旅国际会议中心、温泉中心、Risesun体育世界、伢莱吖牧

场、童话小镇、西沙岛屿飞行等业态落位并实现运营，呈现出餐饮、健康、航空及生活服务等共计20� 种运营业态，大大提升

了顾客的入住体验，推动“盛行天下”大步向前。

产业园板块

报告期，产业新城规模、效益双丰收，大地产板块联动彰显。 作为大地产板块的重要承载者，产业新城公司坚持目标导

向，直面形势、攻坚克难，理顺机制、强抓运营，在上下团结努力奋斗下，年度目标全面完成，园区规模不断壮大，全国知名

度不断提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报告期内，荣盛兴城共完成回款18.27亿元；成功实现土地供应1,559.50亩，完成计划的

132%。

金融板块

报告期，公司作为最大单一股东发起设立的振兴银行开业运营，大金融战略稳步推进。 经过三年不懈努力，振兴银行

于2017�年9�月28�日取得辽宁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并于2017�年11�月24�日开业运营，对于公司大金融战略转型具

有里程碑式意义。报告期，泰发基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创新业务模式，新增资产管理规模71.96亿元，累计资产管理规

模达到286.06亿元，稳步助推“大金融” 战略升级。报告期，中冀投资顺应国家大力发展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

积极开展各项投资业务。

互联网板块

报告期，四众互联不断升级“米饭公社” 服务平台，快速上线社区增值服务，持续推广社区理财产品，探索消费金融模

式，开启社区普惠金融通道；“盛行天下”的理想羽翼渐成，为荣盛业主提供“候鸟式”生活的服务平台，开启旅居度假新模

式，引领客户新型度假方式，“生活方式运营商”初见雏形。“盛行天下” 通过建立“你说走就走，我负责所有”的服务体系，

为客户实现“一处置业，四处旅居”的“候鸟式”人生梦想。

幼教板块

报告期，公司充分利用公司所开发部分小区现有房屋及积累的业主资源，积极发展幼教产业。 2017�年7�月，公司合作

成立幼教公司，迅速搭建起优良管理团队，高效完成了廊坊阳光馨苑、香河清芦屿、蚌埠南山郦都3� 所幼儿园的筹开工作，

创造了80�天开园的行业新标。 上述园所在试运营期和正式开园后，均得到了家长和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 幼教板块的快

速发展将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新动能、开辟新途径，为新型生活方式助力，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增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房地产业 34,582,096,258.15 5,905,907,141.69 27.16% 27.61% 30.70% 下降1.26个百分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38,704,011,

453.44

30,622,014,467.85 26.3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地产业务经营规模的扩

大、可结算项目增加，各地区实现收入同比增长较多；

公司产业园等非房地产业务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营业成本

31,927,424,

778.91

24,991,481,350.17 27.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各地区实现

收入同比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760,769,979.99 4,148,093,110.68 38.8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地产业务经营规模的扩

大、可结算项目增加，各地区实现收入同比增长较多；

公司产业园等非房地产业务利润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25户，减少5户，其中：

①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廊坊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沧州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岳阳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修武荣盛文化旅游古镇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宜春市赛威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秦皇岛彤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江西中西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江西中利产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江西中同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江西中京产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宜春市天屿花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江西禹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青岛东方篮海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青岛东方海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青岛东方亚龙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青岛东方白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新疆恒富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张家口兴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石家庄优山生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四川三星堆荣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沧州中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北京大好河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保定市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深圳市富田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前海金满（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齐河山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齐河阳光温泉高尔夫用品服务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山东国科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山东国科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南京翰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河北野三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兴隆县荣汇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涞水县百里峡神奕探野旅游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河北野三坡神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廊坊市中海汤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廊坊市象和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张家口荣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大厂回族自治县荣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荣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保定荣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濮阳荣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湖北荣国发展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信阳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西安荣盛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启方（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河北荣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南京盛利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石家庄盛益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荣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宜兴荣盛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蚌埠荣盛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重庆荣盛坤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重庆荣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淄博荣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永清县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河南荣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德州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青岛荣盛创投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郑州荣佑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河北荣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河南荣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河南郑地荣佑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

河南荣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益阳荣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邢台荣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西安荣盛健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江西荣盛翼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农旅（张家口）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邢台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康旅云台山（修武）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南京荣盛康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蔚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康旅河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涞源荣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兴隆县致盛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淮北荣盛碳谷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唐山）城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蔚县）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兴城（宜昌）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兴城（唐山）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淮北荣盛兴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京宣张家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宜昌荣盛兴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蔚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永清荣之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嘉兴泰发茂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嘉兴泰发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嘉兴泰发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临沂商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

廊坊市荣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羽晟（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西藏新探索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新设

荣程（天津）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新设

浙江荣盛亿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唐山荣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衡水荣盛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农旅（张家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常州阿尔卡迪亚荣逸温情酒店有限公司 新设

兴隆县荣盛兴城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

兴隆县荣辉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荣盛兴城霸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湛江市荣锦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河北万利盛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新设

河北嘉世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

沈阳荣坤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石家庄荣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徐州星幻港游乐有限公司 新设

徐州比如明天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新设

盘锦荣坤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沧州市荣坤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湖南荣坤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石家庄荣赐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邯郸市荣超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临沂市荣惠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聊城市东昌府区荣发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常州荣淼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

聊城市荣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设

兴隆县意家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廊坊市荣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新设

江苏荣盛富明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唐山荣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沧州荣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②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成都中林荣盛置业有限公司 撤回投资

聊城荣盛金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销

廊坊开发区荣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

海南马海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

海南伊海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建明

二Ο一八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8-03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30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2018年4月9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8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2017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刊登于2018年4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7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917.33亿元,比年初增加459.88亿元，增长31.55%。 负债总额为1,623.53亿元,比年初增

加418.17亿元，增长34.69%。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93.80亿元，比年初增加41.71亿元，增长16.55%。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为3,136,827,421.68元（母公司数），提取10%法

定盈余公积金313,682,742.17元，提取30%任意盈余公积金941,048,226.50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2017年度实际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243,241,046.56元（母公司）。 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

需求，以及公司分红派息政策的稳定性，董事会提出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

数，每10股派送4.20元现金股息（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年。

本年度不实施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对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相一致，具有合法、合规性。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专项审核报告》，该审核报告及《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计监督委员会〈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公司2018年度经营计划》；

2018年计划开工970.86万平方米，比2017年实际开工增加89万平方米，增长10.09%。 2018年计划竣工692.38万平方

米，比2017年实际竣工增加323.73万平方米，增长87.82%。 2018年计划销售面积760.29万平方米，签约金额880亿元，销售

回款800亿元，融资600亿元；2018年计划提供购地资金450亿元，购置土地储备可售面积约1,500万平方米。

上述经营计划数据并不代表公司2018年度最终计划，实际经营中，公司将根据市场状况、新项目的取得等因素进行适

当调整。 上述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18年公司总部管理费用预算总额为34,261万元，比2017年实际发生额增加11,942万元，增长53.51%；总部销售费

用预算额为4,050万元，比2017年实际发生增长38.23%；2017年度总部预算购置固定资产500万元，预算购置无形资产2,

611万元。

上述财务预算数据并不代表公司2018年度最终计划，由于受市场环境、销售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可能影响，上述计划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46亿元人民币。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的表决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会计报

表、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等服务，期限一年。

在2018年度所有财务及内控审计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的审计收费标准，支付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220万元（含差旅费）。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关于对济南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下属公司济南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荣耀” ）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156,

000万元调剂至全资子公司济南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荣商” ），由公司为济南荣商在上述金额范围

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济南荣商、济南荣耀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且调剂方与被调剂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次调剂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十六、《关于对德州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下属公司济南荣耀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48,300万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德州荣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荣耀” ），由公司为德州荣耀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54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德州荣耀、济南荣耀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且调剂方与被调剂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次调剂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十七、《关于对南京盛利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南京荣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荣盛置业” ）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60,000万

元调剂至控股下属公司南京盛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盛利置业” ），由公司在持股比例范围内为南京盛利置业

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72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本次调剂公司仅在持股比例范围内提供担保，且调剂方与被调剂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 本次调剂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十八、《关于对石家庄荣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下属公司青岛荣盛创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创投” ）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38,000

万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石家庄荣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荣立” ），由公司为石家庄荣立在上述金额

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72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青岛创投与石家庄荣立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且调剂方石家庄荣立新成立，资产负债率尚未超过70%。 本次

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十九、《关于对石家庄荣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青岛创投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98,000万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石家庄荣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石家庄荣繁” ），由公司为石家庄荣繁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

过72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青岛创投与石家庄荣繁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且调剂方石家庄荣繁新成立，资产负债率尚未超过70%。 本次

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二十、《关于对石家庄荣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下属公司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实业” ）2018年预计担保额度中的70,000万

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石家庄荣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荣恩” ），由公司为石家庄荣恩在上述金额范

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48个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荣盛实业与石家庄荣恩均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 且调剂方与被调剂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 本次调剂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二十一、《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2018年5月8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8票，反对0票，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4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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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召集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具体情

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8日（周二）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7日—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7日下午3：00至2018年5月8日下午3：00的任

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2018年4月27日。

（五）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至2018年4月2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被委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八）提示公告：公司将于2018年4月27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5.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黄育华、齐凌峰所作的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二）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5.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8年5月3日—5月4日上午9点—12点，下午1点—5点。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8年5月4日下午5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

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6-5909688；

传 真：0316-5908567；

邮政编码：065001；

联系人：张星星、穆然。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46” ，投票简称：“荣盛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5月8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5.00 《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

“反对”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否。

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股东大会召开日有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二Ο一八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2018年4月27日，我单位（个人）持有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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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3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8

年4月9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邹家立先生主持会议。

经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

的反映出报告期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监事会保证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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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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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经营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与关联方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建设” ）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审慎的估计，确定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总额度为46亿元，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

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2018年预计总金额（万元） 定价方式 预计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荣盛建设 接受劳务 460,000 市场定价 12.68%

合 计 - 460,000 - 12.68%

二、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2018年度结算金额（万元）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定价方式

荣盛建设 接受劳务 173,578.79 7.22% 市场定价

合 计 - 173,578.79 7.22% -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荣盛建设，成立于1995年12月14日，注册资本33,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耿建春。公司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防水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凭

资质证经营）；铝合金门窗加工；低压配电箱（柜）的制作、销售；建筑工程机械、钢模板、脚手架的租赁；建筑材料批发（法

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除外）。该公司与公司同受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荣盛控股持有荣盛建设71.28%的股份，同

时荣盛建设持有公司13.80%的股份。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荣盛建设总资产为89.54亿元， 净资产40.65亿元， 营业收入

41.49亿元。

公司与荣盛建设构成关联关系。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荣盛建设为公司提供建筑安装劳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司项目开发中的项目施工部分，原则上根据既定的设计方案，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组织、监督下

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及合同造价。 根据中标的合同，在履行公司规定的相关决策程序后，采用工

程总承包的方式，与中标单位签定相关的建筑施工工程合同。

五、交易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荣盛建设凭借十多年的建筑施工经验，在河北及其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该公司按照国家的规定参与公司

项目施工招标，并中标了公司多个开发项目的施工工程，较熟悉公司的产品定位、设计风格，能有效保证公司开发项目的

质量和工期。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4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该次股东大会对本项议案的表决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程玉民、齐凌峰、黄育华对此项关联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一）公司董事

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与荣盛建设进行上述关联交

易是在公开、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三）公司确定的2018年与荣盛建设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是审慎的，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客观

情况。

八、其他说明

荣盛建设作为公司多年的合作单位，在施工质量管理、工程进度把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很好的满足公司对

工程质量和进度的要求。

2018年度，公司预计实际开工面积及在建规模将不断的扩大，工程投入同比明显上升，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确

保经营计划的完成，公司管理层确定2018年度与荣盛建设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度为46亿元。 公司将根据荣盛建设在招投标

中实际获得的合同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最终的交易额。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日

(上接B10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