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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达地产 股票代码 6006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爱民 刘瑜 

电话 010-82190959 010-82190959 

传真 010-82190958 010-82190958 

电子信箱 dongmiban@cnda.com.cn dongmiban@cnda.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19,564,056,275.63 15,080,515,137.13 29.73 13,937,883,84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599,287,862.47 6,158,881,892.81 7.15 5,747,258,44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25,141,157.70 -176,204,548.77 不适用 -836,160,341.61 

营业收入 4,007,250,368.87 3,306,772,180.67 21.18 4,133,496,7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3,784,293.29 562,964,189.43 9.03 418,445,65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07,693,957.09 409,816,589.67 23.88 374,616,99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55 9.46 

增加 0.09 个百

分点 
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7 8.11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7 8.11 0.27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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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45,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45,56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4.75 834,518,311  质押 716,740,000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8 100,242,666  无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86 89,393,898  质押 89,393,898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 30,369,100  质押 12,698,412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9 27,222,550  质押 19,000,000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

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5,656,64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诺

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83 12,629,287  无  
 

中国工商银行－易

方达价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6 10,004,163  无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45 6,855,756  无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42 6,424,21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第四大股东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4.2%的股权，持有本公司第五大

股东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本公司第五大股

东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建信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8%的股权。 

    除此之外，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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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正元投资所持有公司 89,393,898

股股份被质押或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5.86%（其中，

79,000,000 股股份被质押；10,393,898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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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一个主题、两项重点、三大措施"的工作部署，突出产品管理主题，

做好资金管理和土地储备两项重点工作，采取精细化管理、资源整合和培训交流的有效措施，

务实创新工作，取得积极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07 亿元，比上年同期 33.07 亿元增加 21.18%；其中，

房地产项目结转营业收入 36.75 亿元，较上年同期 29.70 亿元增加 23.74%；实现净利润 6.88

亿元，较上年同期 6.22 亿元增长 10.61%；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14 亿元，较上年同期 5.63

亿元增长 9.03%。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95.64 亿元，较年初 150.81 元

增加 44.83 亿元；负债总额 124.39 亿元,较年初 83.55 亿元增加 40.84 亿元；净资产 71.25 亿

元，较年初 67.25 亿元增加 4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65.99 亿元，较年初

61.59 亿元增加 4.4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3.58%，较年初增长 8.18 个百分点，主要是报告期

内借款增加所致。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产品管理年活动，开发管理能力有所提升。公司完善了技术决策委员会机

制，加强对项目定位、方案设计的评审，重视户型研究和精装修设计，推广项目建造标准，

保证了项目前期工作的质量；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实施样板先行，重视对工程质量通病的控

制及预防；开展产品线研究和复制试点，开发周期有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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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加大销售力度，拓宽融资渠道，资金管理得到加强。2012 年，公司围绕"销存量、

保回收"的主题，狠抓销售，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 43.39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7.64 亿元；

公司巩固传统融资优势，努力拓宽融资渠道，资金瓶颈有所突破；加强系统资金的统筹管理，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了现金流的安全和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是及时补充土地储备，公司发展基础得以巩固。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土地市场动

向，加强信达系统协同联动，全年通过股权收购与土地市场招拍挂方式，新增土地储备规划

建筑面积约 121.92 万平方米。 

      四是集团化管理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高。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了考核体系，加

强了绩效考核的针对性与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公司开展了公司、子公司及项目三个层面

的经营诊断和运营分析，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工作；公司创新成本管理思路，推行成本筹划先

行、成本有效投放的做法，成本管理水平继续提高。 

      五是人才培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得到加强。公司创新培训方式，开拓培训渠道；建立

人才库，加强招聘管理工作，努力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创作宣传册、宣传片、改版企业内

刊，整合公司文化宣传平台，员工队伍向心力、凝聚力增强。 

2.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在 2011 年制订了《信达地产五年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作为在"十二五"期

间指导公司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明确了"依托信达系统资源、立足地产开发市场、发挥

上市公司优势、实现公司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发展定位，并提出积极拓展项目、实施战略融

资、加强战略协作、提升产品与品牌、强化组织管控五个方面的战略实施路径。 

      2012 年公司务实开展工作，在这五个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销售业绩符合预期、

融资渠道有所拓宽的情况下，公司及时补充了土地储备。在项目和资金方面加强信达系统协

同联动，集团协同效应有所显现。通过开展产品管理年活动，加强物业管理和品牌建设，公

司产品与品牌有所提升。通过加强项目运营管理，优化计划和考核体系，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集团管控能力和组织效率稳步提高。 

      报告期内，行业调控持续深入，公司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初各项

经营计划。全年累计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 43.39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7.64 亿元，分别

完成年初计划的 124.55%和 117.06%；新开工面积 72.16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53.66 万平方

米，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建面积 156.41 万平方米；新增土地储备规划建筑面积

约 121.92 万平方米，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储备项目规划建筑面积约 427.4 万平方

米。 

3。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目前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协同优势、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团队、企业文化四个方

面。 

协同优势方面：作为中国信达唯一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运作平台，公司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信

达系统资源能够为公司发展提供项目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信达地产将借助中国信达系统资

源，继续加强集团协同联动，不断创新公司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精细化管理提升方面：公司通过开展主题管理年活动等方式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2011

年公司开展了成本管理年活动，通过落实成本管理责任制、健全成本管理体系、加大集中采

购力度、规范开展招投标工作，成本管理水平有所提高。2012 年开展产品管理年活动，通

过做好项目定位和规划设计、加强户型和功能研究、推行项目建造标准、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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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品线研究和应用，产品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 

企业团队方面：公司具有和谐、透明、高效的董事会和团结、务实、创新的管理层。重组上

市四年来，经过磨合，集团管控模式得到完善，集团管理水平有所提高。主要子公司伴随中

国房地产业的起步而成长，产品品牌在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管理团队市场化意识较

强，管理比较规范，培养了一批房地产专业人才，具有在当地进行城市深耕的基础。 

企业文化方面：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机制在公司发展中积极发挥作用。

公司倡导阳光清新的企业文化，以文化聚人心，用文化促发展，形成了建功立业、争优创先

的良好氛围，企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司秉持"始于信，达于行--诚信、融合、

创新、卓越"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关注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公司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已经筑底回升，房地产市场整体回暖，但不同城市住宅市场冷

热不均。从政策信号看，房地产调控呈现常态化，限购、限贷等遏制投资投机需求的政策将

延续；同时新一届政府可能会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出台一些新措施，下半年市场可能面临

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对于中长期的房地产市场形势，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以及新

型城镇化的推进，我们仍持乐观态度。但是行业内的企业会加速分化，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

提升，中小企业将在细分市场上寻求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也将出现一定的分化，具

有集聚效应的大中城市前景可期，三四线城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公司发展战略 

    作为中国信达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运作平台，公司将借助信达系统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支

持，创新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逐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公司未来发展定位为：具有信

达特色的房地产开发与资本运作相结合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是：

以房地产开发业务为核心，以持有型物业经营、房地产金融业务和物业服务为支持，坚持房

地产主业与资本运营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继续巩固既有区域市场地位，同时以

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抓住机遇逐步进入其他区域，扩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3。经营计划 

    2013 年，为适应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公司将围绕"一个主题、两项

工程、三个措施"开展工作，突出营销管理这个主题，建设人才培养工程和产品标准化工程，

采取提速、优化、转型三个措施，力争实现效益稳步增长。 

（1）深入开展"营销管理年"活动。进一步创新营销管理模式，提升营销管理水平和项目开

发精细化管理水平。 

（2）深化人才强企战略。大力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技能提升培训，推进多层次

人才交流；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和后备干部储备，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 

（3）推进产品标准化工作。构建产品研发体系，加强产品研发，力争初步形成符合公司产

品战略与客户细分战略的产品系列与标准化产品。 

（4）加快项目开发速度和销售速度。 

（5）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和基础管理制度。 

（6）创新业务发展模式。加强集团协同，开展受托管理、咨询顾问等轻资产业务；探索房

地产基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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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能面对的风险 

政策风险：2013 年，房地产市场调控还将持续，投资投机需求依然受到抑制。同时，城镇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房产税试点可能进入新阶段，将对购房者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公

司将加强政策研究，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市场风险：不同城市住宅市场表现趋于分化，城市吸纳人口能力和库存去化周期不同是导致

城市分化的主要原因；传统的销售旺季淡季可能会被政策和预期打乱，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推

盘的难度。公司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确保完成销售计划。 

行业风险：当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公司将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适

度扩大规模，提高市场份额；继续加强产品研发、成本管控和工程管理，不断提高产品性价

比；加强物业管理和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 

财务风险：随着宏观经济和物价指数的筑底回升，货币政策存在微调的空间，房地产开发贷

款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公司将加快销售回款，合理安排融资计划，加强资金管理，确保

资金链安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本集团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出资设立青岛信达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20,000 万元，持

有其 100%股权，自成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本集团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出资设立信达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

持有其 100%股权，自成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本集团所属子公司青岛信达荣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将本集团全资

三级子公司青岛合和置业有限公司注销，注销手续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执行完毕。 

（4）本集团所属子公司台州信达置业有限公司本年 2012 年 11 月 27 日新设成立台州信达格

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本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自成立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 

（5）本集团所属子公司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与上海信达立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00 万元设立了上海松江信达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9 月 5 日将上海松江信达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6）本集团所属子公司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将其子公司昆山银

泰置业有限公司清算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7）本集团所属子公司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将其子公司成都福

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出售给成都汉华瑞信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于 2012 年 09

月 30 日执行完毕。因此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8）本集团所属子公司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01 月 16 日将其子公司南京仁

裕达物业有限公司 58%股权出售给南京正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执行完毕，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9）本集团所属子公司安徽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取得芜湖建银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8.89%的股权，自 2012 年 11 月 30 日开始将芜湖建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作为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10）本集团所属子公司安徽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直接加间接合计持有安徽基石置业

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但因对安徽基石置业有限公司不具有实际控制权，未将该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本期安徽基石置业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本集团有权决定安徽基石置业有限

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因此自 2012 年 8 月 31 日起将安徽基石置业有限公司作为非同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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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取得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11）本集团所属子公司海南信达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 日通过资产收购取得海南

幸福城投资有限公司 70%的股权，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