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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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本公司董事长郑和涌先生、总经理谢荣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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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信息  

 A 股  

股票简称 宏业 3  

股票代码 40002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和涌 

联系地址  汕头市天山路 25 号宏业大楼六楼 

电话  0754-88893332 

传真  0754-88893332 

电子信箱  Lyk0689@163.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369560.46 21367311.42 0.0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1347045441.59 -1284279558.10 -4.89 

每股净资产(元) -11.36  -10.84  -4.9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11.36  -10.84  -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每股收益(元) -0.56 -0.70 20.00  

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合计  



 

2.2.2 简要利润表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8,464.64 280,684.43 

财务费用 62,497,418.85  57,707,026.19  

营业利润 -62,765,883.49 -57,987,710.62 

加：投资(损失)/收益   

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62,765,883.49 -57,987,710.62 

减：所得税   

少数股东应占利润   

净利润 -62,765,883.49 -57,987,710.62 

 

2.3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已登记股东总数（户）                       4739 户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北京向风永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900000 股份代办转让 

谢卫成 1680000 股份代办转让 

金声 1313170 股份代办转让 

林金强 1197900 股份代办转让 

林志兴 1152578 股份代办转让 

北京华丰瑞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38611 股份代办转让 

李叶仙 700212 股份代办转让 

曹键 636500 股份代办转让 

林伟庆 371600 股份代办转让 

林伟庆 353387 股份代办转让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36.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42397.87 万元，股东权益（净资

产）为-134704.54 万元，公司已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状况。报告期内公司恶化的财务状况没

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公司无法开展业务经营活动。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

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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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资产负债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0,613.43 106,364.39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987,214.67 4,989,214.67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097,828.10 5,095,579.0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497,235.21 14,497,235.2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774,497.15 1,774,497.15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271,732.36  16,271,732.36 

 资产总计     21,369,560.46 21,367,311.4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资产负债表（续） 

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附注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8,813,000.00 148,813,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60,809.34 60,809.34 

     应交税费     2,097,850.35 2,097,850.3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93,007,034.16 1,030,238,901.6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43,978,693.85 1,181,210,561.3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24,436,308.20 124,436,308.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4,436,308.20 124,436,308.20 

 负债合计     1,285,582,435.64 1,227,344,725.02 

 股东权益：        

     股本     111,280,000.00 111,280,000.00 

     资本公积     124,102,301.52 124,102,301.52 

     盈余公积     12,035,243.16 12,035,243.16 

     未分配利润    -1,594,462,986.27 -1,531,697,102.78 

 股东权益合计    -1,347,045,441.59 -1,284,279,558.1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369,560.46 21,367,311.4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损 益 表 

 

会企 02表 

汕头宏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8,464.64 280,684.43 

           财务费用    62,497,418.85 57,987,710.6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和合资企业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62,765,883.49 -58,268,395.0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62,765,883.49 -58,268,395.0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62,765,883.49 -58,268,395.05 

  五、每股收益    -0.56 -0.52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会计机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