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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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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eq.cc，www.neeq.com.cn）或(www.guosen.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异议。

1.3 全体董事参加董事会，并对全部议案投了“赞成”票。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

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1.5 公司简介

公司的中文名称 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金田 A5/金田 B5 股票代码 400016/420016

法定代表人 马钟鸿

公司注册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综合保税区金马创新产业园 B栋九层

董事局秘书 安汪

联系电话 0755-22745250 转 688

传真号码 0755-22745280

电子信箱 Regintian@163.com

http://www.neeq.cc
http://www.neeq.com.cn
http://www.guosen.com.cn/
mailto:Regint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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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董事局建议：2016 年公司不进行分红送股。

§2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主要业务：物业管理、互联网广告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币别 /单位:人民币/元 /股 )

项 目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99,943,161.44 7,925,560.48 1161.02 1,885,780.40

营业收入 25,091,586.70 11,205,698.08 123.92 9,377,204.58

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17,024,158.35 816,125,508.10 98.13 -12,958,233.77

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95,274.91 445,369.44 909.34 -13,019,353.65

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3,716,490.26 -1,782,198,352.98 104.14 -3,299,866,94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490,400.85 2,242,688.50 -1816.26 1,023,293.77

总股本 333,433,584.00 333,433,586.00 0 333,433,586.00

每股收益 4.8496 2.448 98.10 -0.039

净资产收益率% 174.14 45.768 280.49 -0.394

§4 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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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优先股股东，全部为普通股股东；

普通股股东总数88,162户。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如下：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88,162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年度内

增减

年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份类别

（已流通

或未流

通）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东性质（国

有股东或外资

股东）

深圳市四季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0 31,114,836 9.33

流通+未

流通
无 法人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0 19,765,945 5.93
流通+未

流通
无 国有法人股

四季投资海外有限

公司
0 18,498,298 5.55 流通 无 法人股

金田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
0 9,829,992 2.95 未流通 已质押 职工集体股

深圳市纺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7,978,422 2.39 未流通 无 国有法人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0 5,080,042 1.52

流通+未

流通
无 国有法人股

BOCI SECURITIES 0 2,628,821 0.79 流通 未知 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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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深圳发展银行 0 2,473,453 0.74 未流通 无 法人股

胡慧辉 0 2,312,089 0.69 流通 无 A 股+B 股

佛山市新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2,240,464 0.67

流通+未

流通
未知 法人股

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主要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说明：第一大股东与第三

股东有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详情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在 www.neeq.cc 披露；其他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

知。

注：深圳发展银行及海南南华金融公司，因尚未办理确权，故其名称沿用至今。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深圳市四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2007

年07月1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钟鸿。注

册资本为2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投资策划等。四季投资经营正常，现持有本

公司9.33%的股权。

（2）公司实际控制人：自然人马钟鸿持有四季投资80%

的股权，四季投资持有四季海外100%股权。马钟鸿通过四季

投资和四季海外间接控制金田实业14.85%，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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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运营平稳正常，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

难，在完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经营管理，增收节支，

设立新公司，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创造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与北海通信等多家公司进行了并购重组的洽

谈和前期调研，最终确定收购北海通信 100%的股权。虽然后来因多

种原因不得不终止收购，但公司管理层等为此所作的工作和努力可嘉，

这也为公司以后的并购重组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体系。

报告期内，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公司

因退市早、股权分散、非流通股占比低等原因导致股改工作困难重重，

这次由于重组方的现金捐赠才使股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也是公司

重新上市的重要一环。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物业公司与迈科公司正常经营，物业公司主

营业务为物业管理，迈科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广告。报表反映：营

业收入为 25,091,586.70元，同比增长 123.92%；利润总额 1,617,413,747.65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95,274.91

元。

§7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

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