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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0-049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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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牛小军 董事 其他公务 胡约翰 

吴泉能 独立董事 其他公务 沈成德 

1.3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王久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长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小明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9.30 2009.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6,552,050,699.79 5,014,819,884.50 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745,929,284.27 1,659,056,915.05 5.24%

股本（股） 1,061,307,495.00 1,061,307,49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65 1.56 5.77%

 2010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72,996,045.61 -74.73% 505,970,268.71 -6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61,794.11 -82.19% 86,872,369.22 -8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25,030,222.58 -1,729.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7774 -1,84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78.33% 0.0819 -8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78.33% 0.0819 -8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86.74% 5.10% -85.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82% -86.42% 5.19% -8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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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44,9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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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44.54 

所得税影响额 476,041.84 

合计 -1,434,287.30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41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2,673,738 人民币普通股 

海申机电总厂（象山） 2,435,793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北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保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97,612 人民币普通股 

邹永新 1,543,282 人民币普通股 

华能综合产业公司 1,543,282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汇理银行 1,342,6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215,335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藤头投资有限公司 1,019,728 人民币普通股 

慈溪市永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91,53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总资产增加是因为本年在建项目及存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下降是因为今年前三季度交付的荣安花园项目比去年同期交付的荣安和院项目体

量小且平均售价低。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的增加是因为开发项目投入的增加。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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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2010 年 9 月 16 日，公司股改实施后第一批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3069635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9%。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北京市华远集团

有限公司和深圳

市新海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和

不申请上市流通。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承诺正处于履

行期。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09-2011 年业绩承诺：2009 年-2011 年，荣安集团拟注入资产各开发

项目在某一年度完成项目竣工、且项目销售面积达到项目总建筑面积

的 90%以上，各开发项目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低于相应项目的利润

预测数总和，差额部分由荣安集团以现金形式补偿给甬成功。 
荣安集团同时承诺：甬成功 2009 年-2011 年实现的净利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计不低于 53,981.73 万元。如果甬成功未能实

现上述利润目标，不足部分（扣除前款中已补偿部分）荣安集团将以

现金形式补偿给甬成功。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承诺正处于履

行期。 

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北京市华远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如下承诺：（1）至整体资产负债交割日未

获得有关债权人同意转让的部分债务，在随同资产出售给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司后，若有关公司向本公司追索债务，则由北京市华远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偿还。（2）以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向公司注

入资产日为起始时点两年内，如公司存在未披露的负债、诉讼、抵押、

担保、质押等事项，导致重组后的公司（不含公司下属子公司）承担

责任的，由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北京市华远

集团有限公司对期限超过两年以上的无法联系债权人或尚未取得债权

人同意的约 1900 万元的多个小额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及预收款上述债

务承诺如下：甬成功上述债务的债权人如持有效的仲裁裁决、司法判

决或裁定，该等裁决、判决或裁定载明甬成功应当向债权人偿还该等

债务，本公司将在甬成功通知本公司之日起 3 日内向甬成功或应甬成

功书面要求向该债权人足额偿付该等债务。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承诺正处于履

行期，尚未有实际履

行承诺情形发生。

发行时所作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荣安集团承诺：荣安集团认购甬成功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的五年内，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 15 元，甬成功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发生

变化时，减持价格将按相应比例进行调整。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上述承诺正处于履

行期。 

其他承诺（含追加

承诺）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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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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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报告期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咨询及限售股份解

禁事宜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久芳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