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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2018-28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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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广林；财务总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德强声明：保证本半年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周广林董事长、路昆董事、薛晓芳董事、周善忠董事、马弘独立董事、运乃建独立董事、段咏独立董

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保基建 股票代码 0009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峰 侯丽敏 

办公地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 1

号楼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 1

号楼 

电话 （022）84866617 （022）84866617 

电子信箱 dongmi@tbjijian.com tbjj00096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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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74,520,395.12 539,319,475.02 9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842,481.19 173,711,552.77 3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563,289.10 173,711,552.77 3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0,773,707.86 -2,600,749,902.50 4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6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6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3.63% 0.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781,579,113.07 10,302,263,811.06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52,410,755.57 5,121,713,708.07 4.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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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5% 570,995,896 0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10,340,000 0   

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10,062,96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2% 9,152,022 0   

庄振鸿 境内自然人 0.64% 7,100,000 0   

赵阳民 境内自然人 0.53% 5,888,660 0   

洪似云 境内自然人 0.40% 4,398,405 0   

黄卫国 境内自然人 0.28% 3,110,560 0   

天津市万博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3,049,530 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27% 2,997,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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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它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赵阳民股东、洪似云股东、黄卫国股东参与了融

资融券业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股东赵阳民共持有公司股份 5,888,6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其中普通账户持股 3,688,660 股，信用账户持

股 2,200,000 股。股东洪似云共持有公司股份 4,398,405 股，占公司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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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40%，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股东黄卫国共持有公司股份 3,110,5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其中普通账户持股 431,180 股，信用账户持股

2,679,38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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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5 天保 01 112256 2020 年 07 月 20 日 80,000 4.50%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天保 01 112463 2021 年 10 月 23 日 80,000 3.1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5.19% 50.29% -5.1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32 8.31 0.1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公司呈现持续、稳健、安全发展态势。土地资源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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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面，公司密切关注市场走势，审慎增加土地储备，积极跟进天津城市重点发展区、热点功能区的土地

资源，报告期内成功竞得天津市南开区天拖二期地块，该宗土地的竞得使公司项目及土地储备分布由滨海

新区扩展至市区核心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及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为公司房地产开发业

务进一步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项目开发建设方面，公司严格按计划推动前期项目及在施项目各项工作，

通过实施动态施工计划管理，及时分解督导落实，天津生态城地块住宅项目、塘沽大连东道住宅项目已按

期开工，天保金海岸D07项目目前也已如期进入收尾阶段。营销工作方面，公司积极加大项目销售指标力

度，提速销售进程，确保天保金海岸E03项目于2018年7月开盘销售，取得了非常好的销售成绩。产业园区

方面，公司上半年围绕园区生物健康产业定位，加大项目储备力度，成功引入10余家企业入驻园区。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0.7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24%，主要是上半年意境兰庭二期项目

结转收入，商品房交付面积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9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7.49%，主要是报告期内意境兰庭二期项目结转收入，相应净利润随之增加所致。营业成本为

4.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0.80%，主要是意境二期项目结转收入，按照配比原则相应结转成本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97.82亿元，比上年期末减少5.05%。报告期末，流动资产余额为82.59亿元，

非流动资产为15.23亿元。报告期末，负债总额为44.20亿元，比上年期末减少14.69%。资产负债率为45.19%。

报告期末，流动负债余额为21.31亿元，非流动负债为22.89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53.52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为1,715.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78%。财务费用为2,412.26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198.98%，主要是同比利息收入减少，贷款利息增加所致。销售费用为616.7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20.38%。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8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3.06%，主要是报告期内同

比减少支付竞拍土地款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2.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9.31%，报告

期内主要是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上年同期为购买中天航空60%股权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2.22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94%，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保理融资借款及利息支出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情况如下： 

（1）公司的土地储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土地用途 
报告期新增待开发土

地面积（平方米） 

报告期累计待开发土

地面积（平方米） 

报告期累计待开发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天保金海岸03-22号地

块住宅项目 
天津 

城镇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 67,214.90 156,610.83 

2 
天保金海岸03-32号地

块商业项目 
天津 商服用地 - 4,332.70 6,499.11 

3 
天保金海岸C03地块 

商业项目 
天津 商业用地 - 14,223.90 48,361.26 

4 
南开区天拖二期地块 

住宅项目 
天津 

居住用地、体育

场馆用地 
51,315.50 51,315.50 103,500.00 

5 汇津广场二期 天津 商业用地 - - 54,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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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计 - - 51,315.50 137,087.00 369,088.20 

（2）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业态 
所在

地区 
类别 

权益

比例

（%） 

开工时间 
占地面积

（平方米） 

计容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已完工建 

筑面积 

（平方米） 

预计总 

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 

投资金额 

（万元） 

是否存

在停工

可能 

1 
天保金海岸

D07项目 
住宅 天津 在建 100 

2016年02

月 
27,386.30 73,408.37 0.00 55,115.00 53,773.70 否 

2 
天保金海岸

E03项目 
住宅 天津 在建 100 

2016年10

月 
44,341.00 79,813.80 0.00 95,464.00 41,142.69 否 

3 
天津生态城

地块项目 
住宅 天津 在建 100 

2018年4

月 
63,511.50 127,000.00 0.00 307,859.00 199,691.76 否 

4 
塘沽大连东

道地块项目 
住宅 天津 在建 100 

2018年5

月 
11,084.10 27,710.25 0.00 82,325.00 63,874.65 否 

5 合计 - - - - - 146,322.90  307,932.42  0.00  540,763.00  358,482.80  - 

（3）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业态 
所在 

地区 

权益比例

（%） 

报告期初 

可供出售面积 

（平方米） 

报告期 

预售面积 

（平方米） 

报告期 

结算面积 

（平方米） 

竣工时间 

1 汇川大厦 商业 天津 100 22,208.14 376.64 1,230.12 2016年04月 

2 汇津广场一期 商业 天津 100 28,269.04 575.01 575.01 2011年11月 

3 汇盈产业园 商业 天津 100 53,237.85 1,154.38  1,698.17 2015年03月 

4 合计 - - - 103,715.03 2,106.03 3,503.30  - 

    （4）公司的房地产出租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业态 所在地区 权益比例（%） 建筑面积（平方米） 出租率（%） 

1 天保公寓 公寓 天津 100 115,877.17 47.10% 

2 名居花园底商 商业 天津 100 7,524.34 100% 

3 天保金海岸B01项目 商业 天津 100 900.00 100% 

4 天保金海岸B05项目 商业 天津 100 1,671.37 100% 

5 天保金海岸B06项目 住宅 天津 100 3,030.98 100% 

6 天保金海岸C04项目 商业 天津 100 33,286.57 100% 

7 汇津广场一期 商业 天津 100 59,231.67 42.88% 

8 汇盈产业园 商业 天津 100 64,555.59 20.52% 

  （5）公司融资情况 

序号 融资类别 报告期末融资余额（万元）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 

1 公司债券 159,855.14 3.18%-4.5% 3+2年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2 保理融资 50,000.00 6% 3年 

3 银行借款 19,000.00 4.8923% 5年 

4 合计 228,855.14 - - 

  （6）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商品房承购人因银行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发展战略，按照各项年度工作目标，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持续抓好现有房地

产板块业务，积极拓展园区开发、优质股权投资业务，稳妥推进公司持续、稳健、安全转型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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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5月，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导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在

公司项下增加天津天保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广林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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