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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19-035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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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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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开发 股票代码 0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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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勇彬 谌畅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 

电话 023-63855506 023-63856995 

电子信箱 XYBFISHER@sohu.com 10616672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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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80,147.56 266,214,761.58 -4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88,837.93 16,226,821.89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421,778.75 17,565,948.96 -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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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856,013.84 153,524,602.03 -6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019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019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5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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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5,575,599.85 6,570,794,758.02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0,365,212.05 2,992,776,374.1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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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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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19% 533,149,099 0 质押 264,340,000 

叶凤林 境内自然人 1.09% 9,180,648 0   

陈泽钦 境内自然人 1.06% 8,903,364 0   

神威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0% 2,550,000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25% 2,102,611 0   

柳州兆瑞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8% 1,500,000 0   

张兴权 境内自然人 0.17% 1,413,6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6% 1,347,400 0   

王帅 境内自然人 0.15% 1,263,400 0   

谭艳 境内自然人 0.13% 1,114,7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谭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11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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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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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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重庆渝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14 渝发债 112219 2019 年 08 月 12 日 100,000 6.30% 

重庆渝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渝债 01 112931 2024 年 07 月 16 日 37,90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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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0% 47.2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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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5 2.0447 -14.4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以稳为主”，国家调控主基调仍是“房住不炒”，以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因城施策、分类指导，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

稳定态势，平稳健康发展。          

2019年上半年，重庆房地产市场供需均衡，价格平稳。根据独立调研机构

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供应1482.86万㎡，成交1484.32万㎡，

供销比0.99；成交均价11780元/㎡，较2018年下半年上涨约3%。 

今年上半年，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全年

既定目标，凝心聚力，克难攻坚，全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缓解公司未

来的资金压力，积极做好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并于2019年7月15日成功向合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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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3.79亿元，票面利率3.95%的低利率债券。截至2019年6月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680,147.56元，营业利润11,063,038.47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588,837.93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421,778.75元。 

（一）房地产经营情况： 

1、房地产储备情况：     

目前公司权益储备土地计容面积约为84万㎡，均处于重庆主城九区，可保

证公司未来几年的平稳发展。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团在2019年内，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参与公开市场土地（招拍挂）竞买，以增加土地储备，竞买土地总

价款控制在人民币12亿元内。 

序号 地块名称 地区 权益比重 计容面积（万平米） 权益计容面积

（万平米） 

1 山与城项目 

后期开发用地 

重庆 50% 50.5 25.25 

2 星河one项目 

后期开发用地 

重庆 60% 15.8 9.48 

3 格莱美城项目 

后期开发用地 

重庆 100% 9.2 9.2 

4 南樾天宸项目 

后期开发用地 

重庆 100% 17.7 17.7 

5 贯金和府项目 重庆 100% 22 22 

6 依山郡项目 重庆 100% 0.4 0.4 

7 合计   115.6 84.03 

 2、房地产开发情况： 

公司现有房地产项目全部集中在重庆主城区，公司现有房地产项目仍有部

分存量和可持续开发空间。 

南樾天宸项目为公司独资开发，总计容约23.4万㎡，预计总投资20亿元，为

高层和低密度住宅项目。一期开发已开工在建计容面积约5.7万㎡，累计完成投

资2.6亿元，剩余可开发计容面积约17.7万㎡； 

格莱美城项目为公司独资开发，总计容约26.7万㎡，预计总投资16亿元，为

高层住宅项目。目前一期计容面积约4.9万㎡已竣工交房；二期开发在建计容面

积约7.6万㎡，完成投资约3.8亿元，已全部售罄；三期开发在建计容面积约5万

㎡，完成投资约1.1 亿元，已经开始预售；剩余可开发计容面积约9.2万㎡，拟于

下半年开工建设。 

星河one项目为公司合资开发项目，公司股权占比60%，总计容面积约19万

㎡，预计总投资22亿，为低密度住宅项目。目前首期开发面积约3.2万㎡，累计

完成投资约3.3亿元，已竣工并基本售罄。剩余可开发计容面积约15.8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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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半年开工计容面积约3.1万㎡。 

山与城项目为公司合资开发项目，公司股权占比50%，总计容面积约73.5万

㎡，预计总投资50亿，为低密度住宅项目。目前一二三期共计容面积约23万㎡

已竣工，累计完成投资约23亿，尚有少量房屋在售。剩余可开发计容面积约50.5

万㎡。 

3、房地产销售情况： 

格莱美城项目2019年住宅可售面积 2.01 万㎡，上半年实现销售面积 1.62万

㎡；星河one项目2019年住宅可售建筑面积0.37万㎡，上半年实现销售建筑面积

0.37万㎡；山与城项目2019年住宅可售面积1.08万㎡，上半年实现销售面积0.07

万㎡。 

4、房地产出租情况： 

项目 业态 权益比例

（%） 

总建筑面积（平

方米） 

已出租面积（平

方米） 

出租率（%） 

橄榄郡 社区商业 100 4200.51 4200.51 100.00% 

祈年悦城 商业、车库 100 29373.58 22861.52 77.83% 

上城时代 社区商业 100 21511.47 11867.44 55.17% 

国汇中心 写字楼、车库 100 13133.22 10261.33 78.13% 

新干线 社区商业 95 8875.24 5388.78 60.72% 

凤天锦园 社区商业 100 3904.63 2271.74 58.18% 

其它 公寓 100 13690.76 9511.73 69.48% 

会展中心 商业 100 173323.64 173323.64 100% 

合计：     268013.05 239686.69 89.43% 

5、融资情况： 

融资途径 成本区间 贷款余额 

（万元） 

期限结构 备注 

银行贷款 4.9875%-5.39% 12,600 3年-10年  

中期票据 4.4% 33,000 5年 交易流通终止日为

2021年11月30日 

公司债券 6.3% 100,000 5年 已于2019年8月12日

完成兑付 

合计  145,600   

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格莱美城二期、三期预售向商品房承购人因银行抵

押贷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0125.50万元，其他项目都是现房销售，不存在担保。该

项担保涉及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但为商品房承购人

提供按揭贷款担保为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担保类型为购房人办理房地产权证

前的阶段性担保，此担保相关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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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下半年经营计划： 

上半年公司狠抓主业，管理基础和品牌建设得到强化，安全、环保、维稳、

和党建工作均稳步推进，基本实现了上半年既定的工作目标。下半年机遇与挑

战并存，担子更沉、任务更重、责任更大，公司将紧盯年度经营目标，抓重点、

突难点、盯节点，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铆足干劲、全力冲刺，切实打好“全

年经济目标任务冲刺战” 、“项目开发主业攻坚战”、“公司高质量发展突围战”、

“企业精细管理主动战”、“安全环保维稳防御战”、“全面从严治党持久战”，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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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 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根

据准则的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以上准则。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

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公司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将存在活跃市场报价且原列示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项目按

既有业务模式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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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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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徐平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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