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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2011－012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资产出售资产出售资产出售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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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1.5239%的股权一次性出让给上海

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

总价为 788,097,500 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资产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   本次资产出售涉及的议案，已经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 

●   本次资产出售涉及的议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款项支付方式及时间： 

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在协议标的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

记手续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所有转让款。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在上海市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由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5239%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88,097,500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作

出的相关董事会决议中通过，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二二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交易双方情况介绍交易双方情况介绍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在上海市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10105000374699；公司住址为上海市长宁区

广顺路 33 号 8 幢 558 室；法定代表人为阎岩；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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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才是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建筑装潢材料、办公用品。

成立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8 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二亿元。其为 SOHO 中国

有限公司（SOHO CHINA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 

 

三三三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放有

限公司 31.5239%的股权。 

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依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其正式注册日期为 2003 年 6 月 5 日，营业执照号码为

310103000134946，其注册资本 8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1

号 809 室，法定代表人为王伟林。 

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前，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1.5239%的股权，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8.4761%的股权。 

本次资产转让完成以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仍持有上海弘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的股权。 

（二）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财务情况 

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1）第 10665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要财

务指标如下：总资产为 219,787 万元,负债为 139,133 万元，净资产为 80,654

万元。 

    

四四四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有： 

一、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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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39%的股权及权益作价 788,097,500 元人民币转让给搜候（上海）投资有限

公司。 

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与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让。 

三、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后 3 个工作日内，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标

的股权及权益登记至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即完成相应的股权变更工

商登记手续，取得变更后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四、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在协议标的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所有转让款。 

 

五五五五、、、、出售资产的原因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出售资产的原因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出售资产的原因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出售资产的原因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响情况响情况响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原因 

1、本次资产出售是上市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合理布局的一部分 

2010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公告了与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上海

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复兴天地中心项目的框架协议》，同意将与上海弘圣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上海弘圣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4761%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中有关受让上海弘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8.4761%股权的权利转让给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鉴于公司董事会确立了公司除房地产开发经营外尽快培育第二主业的发展

模式，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合理配置公司资产，合理利用资金，为公司进行

新的土地储备、项目建设和其他非房地产业务投资准备资金。 

2、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方式及定价原则 

本次资产出售以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汇业字评报字（2010）

第 A253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评估值人民币

256,880 万元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价格为 25

亿元，确定本次转让价格则为 788,097,500 元。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 

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上市公司有效的配置资源，将资金用于公司新的土地



 4 

储备、项目建设及其他非房地产业务的投资。 

2、满足公司的现金流、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出售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有利于公司收回投资，有利于

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约 3.6 亿元的投资收益，将在公司

第一季度的报表中体现。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沪银信汇业字评报字（2010）第 A253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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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审审审 计计计计 报报报报 告告告告 
 

信会师报字（2011）第 10665号 

 

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11年 2 月 28日的资产负债表、2011年 1-2月的利润表、

2011年 1-2 月的现金流量表、2011年 1-2 月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  
 
一一一一、、、、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

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

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

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二二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

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

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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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三三三、、、、 审计意见审计意见审计意见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1年 2 月 28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1年
1-2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钱志昂钱志昂钱志昂钱志昂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吴洁吴洁吴洁吴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二二二二 O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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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 

2011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四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一） 568,519,555.70 595,314,103.0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三） 252,000,000.00 250,00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二）  1,032,468.05 765,047.47 
  存货 （四）  1,376,257,629.62 1,340,626,333.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资产合计   2,197,809,653.37 2,186,705,4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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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 6,918.52 8,7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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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55,653.71 54,978.4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合计   62,572.23 63,758.78 

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2,197,872,225.60 2,186,769,242.8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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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续续续续）））） 

2011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附注四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八） 85,400.00 85,4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十） 17,848.42 6,505.0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十一） 291,227,801.16 250,132,561.9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91,331,049.58 250,224,466.9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十二） 1,100,000,000.00 1,100,0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   1,100,000,000.00 1,100,000,000.00 
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负债合计   1,391,331,049.58 1,350,224,466.9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十三） 810,000,000.00 84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十四） -3,458,823.98 -3,455,224.07 
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806,541,176.02 836,544,775.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总计总计总计   2,197,872,225.60 2,186,769,242.8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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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利润表利润表利润表利润表 

201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四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20,150.00 

     财务费用  （十五） 1,574.00 4,324.02 

     资产减值损失  （十六） 2,701.22 -26,361.7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4,275.22 -98,112.32 

  加：营业外收入  （十七）  149.67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275.22 -97,962.65 

  减：所得税费用  （十八） -675.31 6,590.4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99.91 -104,553.07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3,599.91 -104,553.0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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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 

201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一一一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5,586,986.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5,586,986.9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153,061.42 87,478,212.7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5,869.54 964,158.2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920.58 609,110.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1,695.80 501,392.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714,547.34 89,552,87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流量净额现金流量净额现金流量净额 -24,714,547.34 166,034,112.72 
二二二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三三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80,000.00 57,818,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80,000.00 57,818,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0,000.00 -57,818,000.00 
四四四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五五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794,547.34 108,216,112.7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5,314,103.04 487,097,990.32 
六六六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8,519,555.70 595,314,103.04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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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1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1年 1-2月金额 

项 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840,000,000.00           -3,455,224.07 836,544,775.93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840,000,000.00           -3,455,224.07 836,544,775.93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30,000,000.00           -3,658.04 -30,003,658.04 

（一）净利润       -3,658.04 -3,658.04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3,658.04 -3,658.04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1．所有者投入资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810,000,000.00           -3,458,882.11 806,541,117.89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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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续续续续）））） 

201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10年度金额 

项 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840,000,000.00      -3,350,671.00 836,649,329.00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840,000,000.00      -3,350,671.00 836,649,329.00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填列）       -104,553.07 -104,553.07 

（一）净利润       -104,553.07 -104,553.07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104,553.07 -104,553.07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840,000,000.00      -3,455,224.07 836,544,775.9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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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 O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附注 
 

一一一一、、、、 公司基本情况公司基本情况公司基本情况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

弘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于 2003 年 06

月成立，投资总额人民币 1500 万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310103000134946，注册地址：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1号 809 室。 

2007 年 9 月上海弘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股

权转让给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

变更。转让完成后，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8%；上海

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 15 万元，占注册资本 1%；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 765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 

2009 年 8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在原注册资本 1500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2500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4000 万元，由上海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沪惠报验字（2009）第 1381 号《验资报告》验证，2009 年 8 月 25 日公司办妥本次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3265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5060%；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40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8.4761%；上海

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 15 万元，占注册资本 0.0179%。 

2010 年 6月，经股东会决议，上海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0.0179%

股权转让给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 

2010 年 10 月，上海盛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48.4761%股权转让给搜候（上

海）投资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完成工商变更。转让完成后，华丽家族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4328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5239%；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8.4761%。 

2011 年 1 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4000 万元减资至 81000 万元，各

股东按同比例减资。此次变更已由上海东洲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沪东洲政信会所验字

[2011]第 035 号《验资报告》验证。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办妥本次注册资本变更的工

商变更登记登记手续。变更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1734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5239%；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8.4761%。 

公司目前为经营期，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摩配件、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日用

百货、办公用品、家具、服装鞋帽、电脑配件、工艺品（除黄金）的销售。（上述经营范

围涉及行政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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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 

(一一一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其他各项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二二二二)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三三三)  会计期间会计期间会计期间会计期间 

自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四四四四)  记账本位币记账本位币记账本位币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五五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同

时具备期限短（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现金、价值变动

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六六六六))))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年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

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包

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扣除预计处

置费用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进行折现。 

年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或金额虽不属重大但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如减值测试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则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占应收款项余额 10％以上且金额在 200万元以上。 

年末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采用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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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若干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算估计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在对不同账龄组合确定其坏账准备计提标准时，公司将账龄达三年以上的组合认定为风险

较大的组合。 

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应收款项按账龄段划分的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收款项不同账龄组合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具

体计提标准如下： 

 

应收款项账龄 提取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1％ 

1～3年（含 3年） 5％ 

3～5年（含 5年） 30％ 

5年以上 100％ 

 

((((七七七七) ) ) )     存货存货存货存货    

1111、、、、    存货的分类存货的分类存货的分类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类为：原材料、包装物、在产品、产成品、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开发产

品、开发成本、工程施工等。 

 

222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1）存货发出时按个别认定法或加权平均法计价。 

（2）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领用时采用一次摊销法。 

（3）开发产品按单项实际成本计算确定。 

（4）开发成本由开发产品完工前的各项支出构成，按实际发出的成本计价，包括：土地

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公共设施配套费、

开发的间接费用、借款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3333、、、、    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开发用土地的核算方法    

纯土地开发项目：其费用支出单独构成土地开发成本。 

连同房产整体开发的项目：其费用可分清负担对象，一般按实际面积分摊计入商品

房成本。 

 

4444、、、、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的核算方法    

不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按受益比例定标准分配计入商品房成本； 

能有偿转让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各配套设施项目独立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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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本。 

 

5555、、、、    存货的盘存制度存货的盘存制度存货的盘存制度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6666、、、、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

准备。 

年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

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

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年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7777、、、、    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维修基金的核算方法：：：：    

根据开发项目所在地的有关规定，维修基金在开发产品预售或销售时，向购房人收

取或由公司计提计入有关开发产品的开发成本，并统一上缴维修基金管理部门。 

    

8888、、、、    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质量保证金的核算方法：：：：    

按土建、安装等工程合同中规定的质量保证金的留成比例、支付期限、从应支付的

土建安装工程款中预留扣下。在保修期内由于质量而发生的维修费用，在此扣除列

支，保修期结束后清算。    

 

（（（（八八八八））））固定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方法固定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方法固定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方法固定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方法 

111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固定资产确认条件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

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222、、、、        固定资产的分类固定资产的分类固定资产的分类固定资产的分类    

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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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取得时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确定。 

 

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

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

出构成。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以该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

入账价值，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的前提下，换入的固定资产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

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不确认

损益。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

入账价值；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

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

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4444、、、、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

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固定资产装修费用，在两次装修期间与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

者中较短的期间内，采用年限平均法单独计提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40-60年 3 1.61－2.42 

运输设备 5年 3 19.4 

通用设备 5年 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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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 5年 3 19.4 

 

(九九九九)  借款费用借款费用借款费用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

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

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  

（1）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

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2）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3）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

始。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

停资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

用停止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中部分项目分别完工且可单独使用时，该部

分资产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可对外

销售的，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3、、、、 暂停资本化期间暂停资本化期间暂停资本化期间暂停资本化期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

过 3个月的，则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该项中断如是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则借款费用继续资本

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

新开始后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专门借款的利息费用（扣除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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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其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前，予以资本化。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的每月月末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

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

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者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

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十十十十)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确认原则确认原则确认原则确认原则 

1111、、、、    销售商品销售商品销售商品销售商品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2222、、、、    让渡资产使用权让渡资产使用权让渡资产使用权让渡资产使用权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分别下列

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3）出租物业收入 

A．具有承租人认可的租赁合同、协议或其他结算通知书 

B．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开具租赁发票且价款已经取得或确信可以取得 

C．出租物业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依据 

公司将当期与以前期间应交未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但不

包括商誉、非企业合并形成的交易且该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

税所得额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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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本期公司无变更会计政策本期公司无变更会计政策本期公司无变更会计政策本期公司无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会计估计会计估计会计估计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本期无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本期无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本期无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本期无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三三三三、、、、    税项税项税项税项    

(一一一一)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 种 税 率（％） 

营业税 5 

企业所得税 25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土地增值税 注 

 

注：土地增值税按税法规定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的

部分，税率为 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的部分，

税率为 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的部分，税率

为 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的部分，税率为 60%；普通标准住宅项目，增值

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公司在未达到国家税务总局 2006 年 12

月 28日国税发[2006]187号《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的清算条件前，自行比照上述 187号文规定对土地增值税进行计提。 

 

四四四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一一一)  货币资金货币资金货币资金货币资金 

项  目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库存现金 47,559.76 16,243.26  

银行存款 568,471,995.94 595,297,859.78 

合  计 568,519,555.70 595,314,103.04 

  

(二二二二)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 

1111、、、、    其他应收款按种类披露其他应收款按种类披露其他应收款按种类披露其他应收款按种类披露：：：：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种类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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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 1 1,055,082.88 84.06 22,614.83 2.14 784,961.08 79.69 19,913.61 2.54 

组合小计 1,055,082.88 84.06 22,614.83 2.14 784,961.08 79.69 19,913.61 2.5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应收款 

200,000.00 15.94 200,000.00 100.00 200,000.00 20.31 200,000.00 100.00 

合计 1,255,082.88 100.00 222,614.83  984,961.08  219,913.61  

 

2222、、、、组合中组合中组合中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龄 

金额 
比例

（%）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753,482.88 71.41 7,534.83 483,361.08 61.58 4,833.61 

1－2 年 301,600.00 28.59 15,080.00 301,600.00 38.42 15,080.00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1,055,082.88   22,614.83 784,961.08   19,913.61 

 

3333、、、、期末单项金额期末单项金额期末单项金额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内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上海华盛电力安装装

潢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00.00% 预计不可收回 

合计 200,000.00 200,000.00     

 

4444、、、、    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无无无无实际核销的实际核销的实际核销的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5555、、、、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余额余额余额余额中无持本公司中无持本公司中无持本公司中无持本公司 555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含含含含 5555％）％）％）％）表决权股表决权股表决权股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单位欠款份的股东单位欠款份的股东单位欠款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6666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无无无无应收关联方应收关联方应收关联方应收关联方款项款项款项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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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预付款项预付款项预付款项预付款项 

1、、、、 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账龄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 年以内 2,000,000.00 0.79     

1 至 2 年 250,000,000.00 99.21 250,000,000.00 100.00 

合计 252,000,000.00 100.00 250,000,000.00 100.00 

2222、、、、期期期期末金额较大的预付款项末金额较大的预付款项末金额较大的预付款项末金额较大的预付款项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欠款金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公司 250,000,000.00 2009年 
预付弘圣项目工

程款 

3333、、、、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预付款项中无持本公司预付款项中无持本公司预付款项中无持本公司预付款项中无持本公司 555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含含含含 555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四四四四)  存货存货存货存货 

1111、、、、    存货分类存货分类存货分类存货分类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376,257,629.62  1,376,257,629.62 1,340,626,333.58   1,340,626,333.58 

 

（1）开发成本：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

间 
预计投资总额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弘圣项目 2007年 12月 2012年 12月 2,700,000,000.00 1,376,257,629.62 1,340,626,333.58 

 

(五五五五)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1111、、、、    固定资产情况固定资产情况固定资产情况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1年 2月28日 

一、账面原值合计： 34,550.00     34,550.00 

其中：其他 34,550.00     34,550.00 

    本期新增     

二、累计折旧合计： 25,769.62     27,631.48  

其中：其他 25,769.62     27,6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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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账面

净值合计 
8,780.38   1,861.86 6,918.52 

其中：其他 8,780.38   1,861.86 6,918.52 

四、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其他        

五、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合计 
8,780.38   1,861.86 6,918.52 

其中：其他 8,780.38   1,861.86 6,918.52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无无无无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    

 

(六六六六)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 目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55,653.71 54,978.40 

    

((((七七七七) ) ) )     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    

本期减少 
项  目 

2010年 12

月 31日 
本期计提 

转回 转销 

2011年 2月 28

日 

坏账准备 219,913.61 2,701.22     222,614.83 

 

(八八八八)  应付账款应付账款应付账款应付账款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2011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201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工程设备款工程设备款工程设备款工程设备款 85,400.00 85,400.00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85,400.00 85,400.00 

1、、、、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数数数数中无欠持本公司中无欠持本公司中无欠持本公司中无欠持本公司 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含含含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 

2、、、、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数数数数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    

3333、、、、    期末无期末无期末无期末无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应付账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应付账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应付账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应付账款。。。。    

 

(九九九九)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    

项目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1年 2月 28日 

（1）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657,542.71 657,542.71   

（2）职工福利费   2,655.00 2,655.00   

（3）社会保险费   20,173.80 20,173.80   

其中：医疗保险费   6,542.80 6,5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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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费   11,995.40 11,995.40   

     失业保险费   1,090.40 1,090.40   

     工伤保险费   272.60 272.60   

     生育保险费   272.60 272.60   

（4）住房公积金   13,114.00 13,114.00   

合计   693,485.51 693,485.51   

(十)  应交税费 

税费项目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代扣代交个人所得税             17,848.42  6,505.04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企业往来款 291,227,801.16 250,132,561.90 

合  计 291,227,801.16 250,132,561.90 

 

1、、、、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数数数数中中中中欠持本公司欠持本公司欠持本公司欠持本公司 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含含含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款项为为为为 30,447,176.53

元元元元。。。。 
单位名称 2011 年 2 月 28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15,907,176.53   

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4,540,000.00   

合  计 30,447,176.53   

    

2222、、、、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数数数数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中无欠关联方款项。。。。    

3333、、、、    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情况的说明情况的说明情况的说明情况的说明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未偿还原因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履约保证金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 ) )     长期借款长期借款长期借款长期借款    

借款类别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抵押借款 1,100,000,000.00 1,100,000,000.00 

 

金额较大的长期借款金额较大的长期借款金额较大的长期借款金额较大的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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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单位 借款起始日 借款终止日 年利率 2011年 2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2009.9.30 2014.9.26 

同期同档次基准

利率下浮 10%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2009.12.17 2014.9.26 

同期同档次基准

利率下浮 1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合   计    1,100,000,000.00 1,100,000,000.00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科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1 年 2 月 28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432,800,000.00   15,460,000.00 417,340,000.00 

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407,200,000.00   14,540,000.00 392,660,000.00 

合计 840,000,000.00   30,000,000.00 810,000,000.00 

2011 年 1 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4000 万元减资至 81000 万元，各

股东按同比例减资。此次变更已由上海东洲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沪东洲政信会所验字

[2011]第 035 号《验资报告》验证。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办妥本次注册资本变更的工

商变更登记登记手续。变更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1734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5239%；搜候（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8.4761%。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    

项  目 金  额 提取或分配比例 

调整前 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3,455,224.07  

调整 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调整后 年初未分配利润 -3,455,224.07  

加：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99.91  

期末未分配利润 -3,458,823.98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 ) )         财务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 

类别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手续费 1,574.00 4,324.02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坏账损失 2,701.22 -26,3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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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入        

项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其他   149.67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 

项  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递延所得税费用 -675.31 6,590.42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  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一、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599.91 -104,553.07 

加：资产减值准备 2,701.22 -26,361.70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861.86 11,171.16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75.31 6,590.4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3,551,296.04 -83,678,066.2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270,121.80 249,605,560.3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106,582.64 219,771.80 

其    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14,547.34 166,034,112.72 

二、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债务转为资本债务转为资本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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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1年 1-2月 2010年度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568,519,555.70 595,314,103.04 

减：现金的年初余额 595,314,103.04 487,097,990.3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794,547.34 108,216,112.72 

 

 

五五五五、、、、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一一一)  关联方情况关联方情况关联方情况关联方情况 

1、、、、 控制本公司的关联控制本公司的关联控制本公司的关联控制本公司的关联方情况方情况方情况方情况                                （（（（金额单位金额单位金额单位金额单位：：：：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母公司 

名称 

关联

关系 

企业 

类型 
注册地 

法定

代表

人 

业务性

质 

注册 

资本 

对本公司

的持股 

比例 

对本公司的表

决权比例 

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 

组织机构 

代码 

华 丽

家 族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母公司 
股份 

公司 

上海市卢

湾区打浦

路1号

D2-809室 

王伟

林 

投资 

管理 
52,735 51.5239% 51.5239% 王伟林 15816383-8 

    

2222、、、、本公司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本公司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本公司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本公司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金额单位金额单位金额单位金额单位：：：：万万万万元元元元））））    

母公司名称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11年 2月 28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52,735.00   52,735.00 

    

((((二二二二) ) ) )     关联方交易关联方交易关联方交易关联方交易 

1、、、、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或接受劳务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或接受劳务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或接受劳务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或接受劳务：：：：无无无无 

2、、、、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向关联方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无无无无 

3、、、、向关联方收购股权向关联方收购股权向关联方收购股权向关联方收购股权：：：：无无无无 

4、、、、向关联方支付资金占用费向关联方支付资金占用费向关联方支付资金占用费向关联方支付资金占用费：：：：无无无无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关联方 2011年 2 月 28日 201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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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占所属科目全

部余额的比重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占所属科目全

部余额的比重 
坏账准备 

其他应付款：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 
15,907,176.53 5.46%     

 

 

六六六六、、、、 或有事项或有事项或有事项或有事项 

截止 2011 年 2月 28 日公司无需披露的或有事项。 
 

七七七七、、、、 承诺事项承诺事项承诺事项承诺事项 

((((一一一一) ) ) )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 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日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日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日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    

((((二二二二) ) ) )     公司资产已用于抵押的情况公司资产已用于抵押的情况公司资产已用于抵押的情况公司资产已用于抵押的情况：：：：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抵押期限 
抵押物 

类别 
抵押物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100,000,000.00 2009.9.30-2014.9.26 存货 

卢湾区 43 街坊 2/1

丘地块土地使用权

及在建工程 

((((三三三三) ) ) )     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财务承诺事项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财务承诺事项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财务承诺事项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财务承诺事项。。。。    

 

八八八八、、、、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止 2011 年 3月 5 日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日后事项。 

 

九九九九、、、、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其他重要事项说明其他重要事项说明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截止 2011 年 2月 28 日公司无需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十十十十、、、、   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月 5 日批准报出。 

 

 

 

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上海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五五五五 日日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