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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航动控 股票代码

0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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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刚强 王伟盟

电话

0510-85706075 0510-85707738

传真

0510-85500738 0510-85500738

电子信箱

yanggangqiang@aaec.com.cn wangweimeng@aa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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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2,321,744.02 1,161,464,446.21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0,138,788.08 89,151,591.71 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8,632,343.08 84,654,073.43 1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7,262,899.71 -17,170,536.99 -699.4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74 0.0946 -7.6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74 0.0946 -7.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3.3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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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43,914,793.61 6,467,998,786.02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84,971,640.34 4,402,531,322.81 1.8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31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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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39% 279,438,629 0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0% 214,200,000 0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0% 147,732,429 0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9% 117,867,429 0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1% 40,250,000 40,250,000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融信托

－

得壹

普泰

8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1% 23,054,305 23,054,305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5% 21,250,000 21,25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022L-CT001

深

其他

1.84% 21,078,750 21,078,750

方文艳 境内自然人

1.81% 20,747,587 20,747,587

英大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4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1% 20,679,750 20,679,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控公司

、

南方工业

、

北京长空

、

贵州盖克均为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

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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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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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度，是公司深化改革、推动专业整合、促进资源共享和能

力提升的关键年，公司围绕“改革管理年” 主题活动，在董事会的正

确指导下，以“调结构、稳增长、增效益、强能力、保任务、促并购” 为

年度工作思路，深入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较好的完成了主要运营指标和重点工作。 主要经

济指标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航空产品订单获得较大幅度增长，航空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较好的满足了客户需求， 非航空民品在严峻

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充分发挥核心能力和技术优势，较上年同期实现

持续稳定增长。 公司在目标管理、募投项目推进、重点民品市场开拓、

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研发制造和成本费用控制取得良好成效。

1.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232.22� 万元， 同比增长

6.96%；利润总额11,698.39万元，同比增长9.06%；净利润10,189.07

万元，同比增长12.0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726.29

万元，同比下降699.41%。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形成多方联动、重点突出的目标管理体系

按照公司发展战略、年度各项工作部署、各业务年度重点工作完

成公司级、 业务级及各子公司级三级年度计分卡指标及绩效考核细

则的编制和调整修订工作。 进一步明确了各层级年度经营管理工作

目标，加强了经营财务指标、专业资源整合、技术能力提升、体系建设

等方面的指标牵引力度，引导逐步建立业务牵引、横向协同、上下联

动的管理机制。

（2）加强过程管理，提升能力水平，强化军品刚性任务完成

一是在已下发的科研生产计划管理和二次配套件管理等办法的

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的调整机制和问题协调机制，有效保证了科研任

务的顺利开展。 二是初步搭建了信息显形机制，通过专项任务周报和

批产任务月报制度的显形，及时发现问题并协调解决；建立了生产提

前预警制度，针对拖期项目明确责任人，充分发挥总部和各子公司联

动和资源统筹的作用。 三是统筹铸造能力整合，为提升各子公司毛坯

（铸件）的合格率和质量稳定性，公司拟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提高整体

的铸造水平，目前已经完成了方案评审和审批，各子公司铸造业务已

独立运行。

（3）开拓市场，跟踪客户需求，扩大转包生产合作深度

签订MOU是进入合作伙伴名录的关键环节，为了进一步融入世

界产业链，通过产品级的交付与国际大公司实现伙伴关系，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公司依托多年零件级产品的合作经验与现有客户以及

新客户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子公司西控科技于2014年4月和霍尼韦

尔公司就民用航空燃油泵合作签订了MOU， 双方就CJ1000项目燃

油泵合作框架也进行了第一次磋商。

（4）明确目标、细化责任、强化开拓与研制，促民品指标完成

一是对于募投项目， 公司与各项目承担单位签订了经济效益责

任书，明确了年度投资计划和经济效益目标，汽车自动变速器执行机

构项目、无级驱动项目、加气机项目收入均实现增幅超过35%，各项

目正加速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进度，其中，汽车自动变速器执行机构项

目电磁阀产品及滤清器产品月度交付数量实现稳定增长、 部分新开

发汽车变速器执行机构进入小批试制和交付； 加气机开展了第四代

电控系统的研制。 二是重点民品项目积极拓展市场和争取订单。 其

中，重点加强中航集团公司光伏示范项目市场拓展。 目前，已与6家单

位签订了能源管理合同， 1家单位的示范项目已完工并获得中航集

团公司好评。

（5）以技术发展为引领，以能力提升为保障，提升研发制造能力

以技术发展为引领，以能力提升为保障，通过加强专业能力和正

向研发体系建设解决机械液压控制及部件难点问题， 全面深入推进

精益制造，提高制造质量、效率和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集聚板块专业

技术力量对各子公司研制生产的关键部件-泵产品谱系进行进一步

梳理，形成了泵专业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清洗、去毛刺专题技术交

流视频会，使隐形最佳实践经验进一步共享。

（6）严控贸易业务风险，控制服务业规模

上半年，公司对服务业进行了摸底及专项研究，为降低贸易业务

风险，提升运营质量，公司停止开展部分盈利能力薄弱的贸易业务。

通过业务调整，公司的产业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较大幅度的提升了

公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7）强人工成本管理优化人员结构

一是按照“控总量、调结构、重监测” 的人工成本管控思路，积极

引导各子公司加强劳动用工管理，鼓励减员增效。 二是通过对中长期

激励政策研究和标杆调研分析， 研究制定公司中长期激励可行性分

析报告，进一步优化薪酬分配管理。 三是每月对工资总额执行情况、

“两低于” 和三项劳动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监测，对偏离项提

出相应整改要求，加强过程管控力度，引导各子公司结合经营计划完

成情况合理安排发放节奏。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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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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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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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张登馨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738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18日上午9:00时在无锡公司本部召开。

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8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的方式通知

了应参会董事。 应参加表决董事1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4人，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2014年8

月20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年报全文详见2014年8月2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 �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年上半年度与关联财务公司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详

见2014年8月2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

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4年上半年度与关联财务公司

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

3. �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

2014年8月2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航

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4.�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

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738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18日上午11:00时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于2014年8月8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的方式通知了应参

会监事。 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大陆 股票代码

0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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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 林建平

电话

0591-83979997 0591-83979997

传真

0591-83979997 0591-83979997

电子信箱

newlandzq@newlandcomputer.

com

newlandzq@newlandcomputer.

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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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82,667,664.51 619,825,508.53 2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1,051,945.57 57,145,042.16 7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3,200,408.64 67,851,385.23 3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478,225.81 161,765,231.78 -97.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11 81.8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0.11 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3.87%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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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84,999,954.02 3,693,720,906.6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01,770,067.96 1,626,233,185.12 4.6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92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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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6% 189,099,689 0

质押

93,5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10,234,203 0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8,588,81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价值共享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5,850,672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5,310,000 0

焦峰 境内自然人

0.78% 4,001,70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2,720,703 0

胡钢 境内自然人

0.34% 1,725,080 1,293,810

郭承瀚 境内自然人

0.34% 1,720,020 0

北京基典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332,78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胡钢先

生现任新大陆集团董事长及本公司董事长

，

两股东与上述

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且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账户中

，

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0

万股

；

股东焦峰先生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3.45

万股

，

股

东郭承瀚先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

万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宏观环境和行业生态环境快速变化，对公司经营带来

一定的难度和考验。 今年福建省高速公路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招标集

中于下半年，导致上半年公司中标项目较少，相应业务的营业收入和

利润在报告期同比下滑较大。同时，为完善公司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支

撑平台，报告期内公司对软件公司的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再加上人工

成本的上升， 导致移动信息化业务的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较多。

公司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布局物联网领域产业链，聚焦条码识读、金融支付两大方向，在研发

和市场加大投入，取得良好成效。 条码识读方面，公司利用解码芯片

和模组的巨大技术优势，在国内和国际进行销售平台的布局，并在税

务、物流、金融、医疗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收入和盈利能力同比均

大幅上升。 金融支付方面， 公司加大移动支付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力

度，收入和利润同比均大幅上升。

2014年下半年，公司将按照经营目标和工作重点，根据外部环境

变化做动态调整，进一步完善公司物联网产业链的布局。随着高速公

路信息化项目的集中招标陆续启动， 公司相应业务的订单和收入将

有望出现回升；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大力拓展，条码识读和移动支付业

务的高速增长有望得到持续；随着亚大的收购完成，公司的金融支付

产业链进一步得到完善，系统解决方案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公司将积

极整合内外部产业资源，将条码识读等优势产业做强做大。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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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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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4-048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年8月7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14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此

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6人(其中独立董事2名)，实到6人，会议由董事

长胡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 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同

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通过认真审核，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公司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房

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胡钢先生、王晶女士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

交易公告》。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工作规则（修订）》，表决结果为：同意6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工作规则》两处内容进行修订。主要是变

更董事会成员组成人数、明确及修订董事会议事程序等。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董事会工作规则（修

订）》。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4-050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

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况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

司” ）董事胡钢先生、董事王晶女士、监事林整榕先生向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福建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购买新大陆壹号项目房产。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18日审议通过

了 《关于关联自然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胡钢先生、王晶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

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购买方胡钢先生、王晶女士系公司董事，林整榕

先生系公司监事，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新大陆壹号项目位于福州马尾区，该项目占地约171亩，为纯住

宅楼盘。该楼盘紧邻公司现有办公地点—新大陆科技园。本次关联自

然人购买的房产情况如下：

姓名 房号 面积

（

平方米

）

总价

（

元

）

胡钢

58

座

101(

复式

) 693.50 12,136,250

王晶

59

座

101(

复式

) 702.51 12,293,925

林整榕

60

座

101(

复式

) 276.49 4,682,092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新大陆壹号项目所属地块系福州市马尾区政府在吸引公司入驻

其科技园区时，鉴于园区离市中心较远，特为本公司科技园工业用地

配套提供的商业地块（其中部分地块土地出让价格较为优惠，根据

政府要求用于解决公司骨干员工居住用房）。 上述交易为公司与关

联自然人之间偶发性的关联交易， 交易价格系在楼盘的市场销售价

格基础上按公司员工团购价购买， 本公告所列交易金额为实际成交

价格。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

及高管未利用其关联关系，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六、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交易事项外，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未发生其他

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关

联交易，交易按照市场规则，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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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莉 刘丹

电话

024-23838888-3715 024-23838888-3703

传真

024-23408889 024-23408889

电子信箱

zxstock@vip.sina.com zxstock@vip.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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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2,563,806.74 1,881,715,277.71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2,731,877.25 50,378,045.96 -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1,897,732.15 50,339,730.97 -1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63,253.87 88,545,238.61 -99.3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3 0.181 -15.4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3 0.181 -1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4.1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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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72,675,302.84 2,201,796,178.87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15,141,193.86 1,272,409,316.61 3.3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09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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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33.86% 94,458,091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4% 28,000,00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7% 27,807,15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

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349,99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

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其他

0.47% 1,299,931

海南文清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1,297,600

潘宏图 境内自然人

0.35% 982,250

吕彬 境内自然人

0.34% 947,800

徐超 境内自然人

0.33% 927,065

王琼 境内自然人

0.29%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有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有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潘宏图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610,233

股

。

王琼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

股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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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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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的

第一年，也是中兴面临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努力实现转型发展新突

破的起步之年。 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市场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巨大

压力，公司按照董事会要求，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坚持“创新发展，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发展思路，进一步

深挖盈利能力， 实现营业收入16.83亿元， 利润总额实现5,758.01万

元，净利润实现4,273.19万元，取得较好工作效果。

（1）稳步推进营销创新“四项工程” ，通过文化促销、节日促销、

品类促销和公益促销的有机结合， 吸引客流回归， 有效抑制消费下

滑。

（2）完善营销运行模式，增强卖区经营自主性和品牌掌控能力；

对布局和品牌组合进行局部调整，适应消费需求，提升综合竞争力。

（3）稳步推进电商发展，中兴云购网于3月28日正式上线，网站

运营步入轨道；开展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盾安新一城”

商业运营上的全方位合作，形成“线上+线下” 、“百货+超市” 的连

锁发展新格局。

（4）规范现场管理， 建立品牌VIP顾客服务档案，开展顾客满意

度调查，促进服务水平提升。

（5）修订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创新干部管理和用人机制；严格实

行预算管理，科学利用资金资源，提升管理运行效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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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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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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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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