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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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明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连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鄢国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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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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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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819,472.44 3,468,803,741.25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95,333,692.69 1,694,171,347.05 5.9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2,896,502.22 287.27% 744,763,326.74 18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9,276,720.18 642.51% 137,577,343.40 39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131,820.90 658.55% 141,053,122.52 38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457,105.15 -12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6 653.54% 0.2182 398.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6 653.54% 0.2182 39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612.00% 7.91% 378.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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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4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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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56,164.38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406.15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5,632,707.42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4,550.19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2,85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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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475,779.12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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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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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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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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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远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1% 127,859,707  质押 126,920,000 

东莞市振兴工

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11,000,079    

陆生华 境内自然人 1.57% 10,209,651    

方国宝 境内自然人 1.33% 8,639,303    

程洁 境内自然人 1.17% 7,579,000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1.05% 6,827,943    

易敏珠 境内自然人 0.94% 6,091,955    

周明轩 境内自然人 0.62% 4,050,000 3,037,500   

江雪贞 境内自然人 0.54% 3,500,000    

张林 境内自然人 0.52% 3,360,000  质押 3,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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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127,859,707 人民币普通股 127,859,707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11,0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79 

陆生华 10,209,651 人民币普通股 10,20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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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宝 8,639,303 人民币普通股 8,639,303 

程洁 7,5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9,000 

方奕忠 6,827,943 人民币普通股 6,827,943 

易敏珠 6,091,955 人民币普通股 6,091,955 

江雪贞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张林 3,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 

刘伟权 3,101,456 人民币普通股 3,101,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周明轩、

刘伟权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周明轩与刘伟权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两者与上述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没有充足的

确定性信息对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的其余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情况作出判断。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287,279 股，程洁通过信

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579,000 股，方奕忠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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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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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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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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 期初 增减变动 原因 

预付款项 2,212,198.66 1,526,930.40 44.88% 主要是本期工程款、原材料款等预付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4,390,318.30 49,146,623.90 -30.03% 主要是本期其他应收款减少所致 

应收利息 -- 1,276,869.14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上年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长期应收款 250,015,746.39 451,645,204.03 -44.64% 
主要是本期收到首铸二号（东莞）房地产有限公

司往来款 

长期股权投资 227,205,968.42 133,195,998.03 70.58%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万科置地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 2,969,332.38 -100.00%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完工验收后转入固定资产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 519,608.00 -100.00% 主要是本期结里煤焦预付的设备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135,126,116.86 205,066,840.41 -34.11% 主要是本期应付账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16,815,394.16 260,971,396.61 -55.24% 主要是本期预收售楼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865,542.79 18,757,881.58 -79.39% 主要是本期应付员工工资减少所致 

库存股 47,433,650.00 69,638,000.00 -31.89% 
主要是本期解除第一期股权激励员工30%的限售

股票所致 

未分配利润 430,392,145.72 331,752,138.56 29.73% 
主要是本期自营房地产项目利润以及确认合作

项目万科置地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410,936.34 12,483,567.29 -40.63% 
主要是英德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

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报告期（1-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601,350.01 407,578.88 3482.46%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再生铅项目即征即退增值税

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4,672,632.07 17,529,127.82 40.75% 

主要是本期收到期定期利息及协议存款利息所

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527,553,812.20 400,743,149.86 31.64%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和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52,916,334.87 33,776,447.79 56.67% 

主要是本期支付给员工及为员工支付的金额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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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129,451,286.23 58,638,485.12 120.76%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62,102,586.89 551,204,414.33 38.26%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原材料款和税费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7,457,105.15 242,310,819.27 -127.84%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原材料款和税费增加

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250,000,000.00 -8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456,164.38 251,672,204.83 -99.82% 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未进行利润分配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

现金净额 

994,844.00 2,124.00 46738.23% 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36,000,000.00 90,690,158.06 160.23% 

主要是本期收到首铸二号的资金分配款及往来

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7,451,008.38 592,364,486.89 -51.47% 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未进行利润分配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5,405,249.18 3,747,026.21 44.25% 主要是新裕公司设备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67,000,000.00 408,650,553.41 -83.60% 
主要是本期对外支付的投资款及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450,000.00 529,534,056.00 -99.54% 

主要是本期支付首铸二号（房地产）有限公司的

往来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855,249.18 941,931,635.62 -92.05% 
主要是本期对外支付的投资款及支付首铸二号

（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2,595,759.20 -349,567,148.73 160.82% 

主要是本期对外支付的投资款减少及收回首铸

二号（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30,000.00 24,748,000.00 -95.84% 
主要是本期没有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

收到的员工出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38,000,000.00 419,000,000.00 -43.20% 主要是本期收到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49,500,000.00 213,000,000.00 64.08%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73,173,176.37 40,533,325.81 80.53% 主要是本期发放2018年现金股利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550,971.41 261,791,138.19 64.46%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派发现金股利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1,520,971.41 181,956,861.81 -155.79%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派发现金股利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43,617,682.64 74,700,532.35 -41.61%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原材料款和税费增加

及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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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本报告期（1-9月）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原因 

营业总收入 744,763,326.74 265,329,772.17 180.69%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再生铅销售收入

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518,709,837.53 224,439,919.10 131.11%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再生铅销售收入

增加导致结转的营业成本也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44,081,078.85 7,139,746.67 517.40% 
主要是本期帝庭山项目交纳土地增值税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5,095,187.43 9,816,458.92 53.77% 
主要是本期开发贷项目已完工，开发贷利息计入

所致 

利息费用 20,843,401.41 9,178,000.75 127.10% 
主要是本期开发贷项目已完工，开发贷利息计入

所致 

利息收入 7,271,976.94 1,019,380.73 613.37% 
主要是本期定期存款到期存款利息收回及收到

约定利率存款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5,810,246.89 671,663.26 765.05% 
主要是本期废旧铅蓄电池回收项目即征即退增

值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3,436,677.13 4,922,950.30 1797.98% 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5,921,229.44 -486,705.80 3171.22%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48,219.35 107,013.06 879.52% 

主要是本期转回上期计提的煤矿存货跌价准备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59,043.87 -- --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69,484,734.85 -52,417,356.64 423.34%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万科置地投资收

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730,775.09 315,609.44 1715.78%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利润总额 163,923,433.58 -52,593,991.64 411.68%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及万科置地投资收

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688,976.69 -2,206,989.77 1581.16% 主要是本期帝庭山项目计提的企业所得税所致 

净利润 131,234,456.89 -50,387,001.87 360.45% 
主要是本期自营房地产项目利润以及确认合作

项目万科置地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342,886.51 -3,107,737.01 -104.10% 
主要是英德市新裕公司的少数股东损失增加所

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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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1、煤矿兼并重组事项 

（1）公司及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与孔家沟煤矿原股东金荣辉、易颖签署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合作

各方确定将其名下采矿权（即核桃坪煤矿及孔家沟煤矿）过户到鸿熙矿业名下进行整合合作。但其后由于金荣辉、易颖拒绝

履行相关资产资料等的交接义务，致使两矿整合工作未能如约开展，合作受阻。经协调无果后，公司就此事项向贵州省高院

提起诉讼，要求金荣辉、易颖履约，贵州省高院于2016年11月21日开庭审理，判定金荣辉、易颖向公司给付违约金300万元，

但不支持公司按诉求收购新矿井另外30%股权。此后鉴于二被告不执行贵州省高院一审判决并拒绝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公

司已将此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于2018年11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根

据本次判决结果，被告方需向公司支付合同违约金300万元，但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的影响情况

还需视执行结果而定。根据判决书认定，核桃坪煤矿还处在孔家沟煤矿的整合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尚未实现整

合合作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的全部移交，即整合后的新矿井并没有形成，关于公司主张判令二被告将其拥有的新矿井的30%

股权转让给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已在2019年2月向贵州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判决，贵州省高院指定由威宁县人民法院执行，目前仍处于执行过

程中。 

在金荣辉、易颖拒绝履行上述合同义务的期间，孔家沟煤矿实际控制人金荣辉私自对孔家沟煤矿进行非法生产、销售，

导致发生严重矿难，孔家沟煤矿面临被责令关闭的处罚，主体资格面临灭失的可能，这对孔家沟煤矿的价值产生了根本性的

影响，也对核桃坪煤矿在贵州省限期的兼并重组政策中合法存续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导致整合合作协议已不具备继续履行条

件。鉴于公司签署整合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现已无法实现，并就金荣辉、易颖的侵权行为，公司向东莞中院提起诉讼，诉讼

请求如下：①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②本

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3。东莞中院于2019年1月受理此案后，易颖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该异议被东莞中院驳回后，易颖向广东省高

院提出上诉，2019年8月28日，广东省高院作出（2019）粤民辖终3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东莞中院裁定，将本案移送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院审理”。目前案件正处于移送过程中，尚未开庭审理。 

 

  

2、因孔家沟煤矿而涉诉的情况 

2015年3月后，因孔家沟煤矿合伙人不履约，导致该矿整合工作陷入停滞。在本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本公司及参股

企业鸿熙矿业（即煤矿整合主体）均未取得孔家沟煤矿实际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的情况下，金荣辉、易颖私自对孔家沟煤矿

生产和销售，最终因未能在合同结算日完成煤炭供给，欠四川能投预付货款950万元，并且其生产销售所得收益却不知去向。

此后，四川能投将该债权转让予四川威玻。四川威玻以孔家沟煤矿已被本公司“并购”和接管为由，向四川威远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诉请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且公司被原告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公司银行存款被冻结1000万元。 

此案于2019年1月诉至四川内江中院，但其明显偏袒当地企业，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对金荣辉、易颖在两矿整合过程中违

约的判决，在所涉债权金额的真实性存疑，主要证据含糊不清，恶意虚假诉讼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仍把本公司列为连带债务

清偿责任主体，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不服内江中院对本案的判决，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该院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

判决的执行。”2019年10月22日，四川省高院开庭审理本案，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尚未作出判决。 

因内江中院原判决已执行，公司已被强制划扣1555.62万元。由于本案件的实际债务人为孔家沟煤矿、金荣辉及易颖，

其无力偿还该债务，公司已对该扣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对公司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后续将根据四川省高院的再审

结果，通过法律途径向孔家沟合伙人（金荣辉、易颖）及本次恶意诉讼的相关主体追偿索赔。 

本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编号2019-031号公告及相关判

决书。 

 

3、关于公司向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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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5日，公司与柳向阳签署《贵州省纳雍县永安煤矿采矿权及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以3000万元的价

格向柳向阳出让永安煤矿采矿权（包括其项下资产）和100%股权，对方将永安煤矿作为其所控制的猛者新寨煤矿（属鸿熙

矿业煤矿整合主体名下煤矿）关闭指标。合同签订后，公司如约履行合同义务，猛者新寨煤矿顺利获得批复，完成了对永安

煤矿的整合，然而柳向阳对此仅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余款经我方多次发函催收仍拖欠至今未付，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

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公司依法起诉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受理该案。 

东莞中院于2018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8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柳向阳向公司支付转让款2900万元及其利息

276.15万元；判令柳向阳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判令柳向阳向公司赔偿律师费67.99万元；猛者新寨煤矿、鸿熙矿业对

上述第一、二、三判项确定的柳向阳的所负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柳向阳向公司偿还垫付工程款46万元及其利

息；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柳向阳的反诉请求。根据本次判决结果，被告方需向公司支付永安煤矿转让款2900

万元及其利息276.15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赔偿律师费并偿还垫付工程款及其利息，收回上述款项将增加公司现金流，但

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且具体的影响情况还需视后续进展或执行结果而定。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8

年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柳向阳已将此案上诉至广东省高院。2019年6月11日，广东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目前未有判决结果。 

 

4、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2018年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上市工作，公司向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定向增发限制性股票合计2620万股。 

①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解除限售的事宜 

经审计，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5204.78万元，剔除本激励计划实施影响后的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8290.10万元，相比2017

年增长119.31%。公司实现的业绩高于业绩指标考核条件，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同时，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也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公司经向深交所申请并在中登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续，已取得

中登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确认书》。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包括董事和高管5人，其他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61人，共计66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2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1742%，占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为30%。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30

日。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2019-015。 

②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宜 

由于首次授予中的3名激励对象辞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22.5万股，回购注销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8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2019-030。 

 

5、关于子公司受让英德市新裕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事项 

 2019年9月19日，全资子公司宏远投资与新裕公司及其少数股东刘仲恒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宏远投资以人民币3068

万元受让少数股东刘仲恒所持有的新裕公司11%股权，股权转让款用于新裕公司支付应由刘仲恒承担的第二期村民搬迁补偿

款。本次交易后，新裕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为：宏远投资由持股78%增至89%，广州宝昀璟环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1%

不变。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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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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上市承

诺 

第八点、董事会承诺： 1.准确和及时地公告本公司中

期、年度财务及经营业绩报告资料。2.董事会成员、监

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或前述人员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时,及时通报证券管理机

关,并适时通过传播媒介通告社会公众。3.及时、真实

地披露本公司重大经营活动信息。4.自觉接受证券管理

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认真听取政府、股东、证券管理及

经营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5.不利用内

幕消息和不正当手段从事股票投机交易。6.本公司没有

无记录负债。 

1994

年

08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

行，

未违

反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上市

公司 

整改承

诺 

董事会决议公告第十点之 2、"本公司董事会同时决定,

从 2001 年开始不再对广东宏远集团公司新增其他应收

款。" 

2001

年

04

月

14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

行，

未违

反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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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 0 0 

合计 5,000 0 0 

注：2019年1月10日，宏远地产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理财业务合同，以自有闲置资金认购理财产品金额5000

万元，该项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4月9日到期收回，理财本金及收益均已收回到账,收益约45.62万元。 

以上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披露情况，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2019-002号公告。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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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1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4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4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5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6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谈论公司股价走势，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6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谈论公司股价走势及利润分配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6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谈论公司股价走势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7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房地产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7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第二季度经营业绩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7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8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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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8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江苏天骏项目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核对个人持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股东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煤矿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房地产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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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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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明轩 

二 0 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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