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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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菱电器

、

皖美菱

B

股票代码

000521

、

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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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李霞

电话

0551-62219021

传真

0551-62219021

电子信箱

lixia@mei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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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44,389,052.17 5,951,444,575.32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59,106,275.83 135,691,575.62 1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3,657,925.11 130,640,697.58 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72,408,725.76 -143,298,557.77 -90.1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83 0.1777 17.2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83 0.1777 1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4.49%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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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70,327,813.84 8,522,171,841.34 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346,960,472.08 3,187,330,516.9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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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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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58% 164,828,330 56,031,120 - -

国元证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5% 37,800,000 - - -

正德人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7% 28,828,630 - - -

长虹

(

香港

)

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0% 25,165,823 - - -

GUOTAIJUNANSECU鄄

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92% 14,692,993 - - -

CAO SHENGCHUN

境外自然人

1.71% 13,064,112 -

合肥兴泰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1% 10,023,401 - - -

中国人民 健 康 保 险 股 份

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6,322,978 - - -

长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长

安嘉盈

1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5,871,711 - - -

施罗德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施罗德中国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0.58% 4,397,255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长虹

(

香港

)

贸易有限公司为四川长虹的全资子公司

，

四川长虹

、

香港长虹与其他前

8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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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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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和困难仍持续存在。 国内GDP同比增速自

2012年一季度“破八”以来，已连续十个季度低于8%，且总体呈现下行趋势，进出口额、固

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一并放缓。 国际上，局部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威胁

加剧也影响了全球经济局势的稳定。 此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传统行业的商业模

式、竞争格局发生改变，巨头被颠覆，规则被改写。 上半年冰箱行业总体同比下降，传统批

发渠道严重萎缩，线上市场大幅度增长；行业品牌竞争进一步加剧，产品升级转型趋势明

显，变频、大容积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在此背景下，公司在董事会提出的“美菱梦” 的指引下，持续实施“双三一心”战略，坚

持贯彻公司年初制定的“重产品、提效率、夯基础、建能力”的经营方针，推进变频和智能两

大产品战略，着力打造品牌能力、产品能力、运营能力、营销能力四项能力，积极应对外部环

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实现了业绩持续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

整体经营业绩良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44亿元，同比增长6.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910.63万元，同比增长17.26%。

二、主营业务分析

（一）概述

2014年1-6月，公司冰箱、冰柜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35.50亿元，同比下降4.01%。 根据

中怡康数据显示：2014年1-6月美菱冰箱国内市场零售量份额为9.08%，单品牌市场占有率

排名第四；2014年1-6月美菱冰柜国内市场零售量份额为9.30%，单品牌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六。

2014年1-6月，公司空调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23.42亿元，同比增长25.61%。 2014年

1-6月公司洗衣机业务实现收入约8,746.54万元，同比增长25.70%。

（二）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2014年经营方针部署年度经营计划，安排组织生产经

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公司实施战略创新、转型升级，以智能化为指导思想、持续推进双三战略。 将原有的双

三战略拓展为“双三一心”战略。 一心即智能化，双三即产品战略、人才战略、成本领先战

略三大核心战略和市场战略、品牌战略、国际化战略三大重要战略。 按照战略部属，2014年

2月，公司发布了云图像识别技术为核心的CHiQ冰箱，掀起了冰箱行业智能化的序幕。 3

月，公司发布了基于人体状态感知技术的CHiQ空调，重新定义了空调。 CHiQ冰箱、CHiQ

空调各型号陆续上市，提升了公司品牌及产品形象，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重产品

公司大力推进智能及变频两大产品战略。 报告期内，多款CHiQ产品已陆续上市，云图

像识别平台及菜谱、价格等数据库已正式应用。 在变频技术及产品研发方面成功推广了0.1

度变频产品。 公司注重产品质量的提升，加强质量管理体系维护，不断完善质量评价标准

和质量数据体系，强化质量考核，报告期产品质量继续提升。

（2）提效率

公司制造系统通过技术提效和管理提效，销售系统通过积极开拓市场和控制定编，管

理部门通过加强人力资源整体规划，报告期内公司人效得到了提升。 公司加强对资产和存

货的有效性管理，加大对逾期应收账款的清收和多种渠道理财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物效和

钱效也得到了提升。

（3）夯基础

公司建立了目标清晰、指标量化、绩效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以价值链管理为主线，开

展全面预算管理。 持续全方位开展价值创造工作，优化供应链降低生产延误率，完善人才

队伍建设体系，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

（4）建能力

内销方面公司持续提升产品能力、终端能力和运营能力建设。 出口方面公司不断提高

快速交付能力，打造国际化能力。 内部管理方面，公司开展标杆管理活动，开展战略创新、

转型升级等活动，以智能化为核心，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公司优势

1、品牌能力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电器制造商之一，拥有冰箱、冰柜、空调等多条产品

线。 公司主导产品美菱冰箱是国家免检产品、首批中国名牌产品，美菱品牌被列入中国最

有价值品牌。 2014年公司相继发布了CHiQ智能冰箱、空调，开启了白电智能时代。 同时，

公司加强变频技术及产品研发，积极推广0.1度变频产品，变频产品占比不断提高。

2、产品能力

30年来，公司专注制冷行业，先后研发出数百款不同型号的冰箱产品，其中包括对开多

门雅典娜系列高端冰箱、-192℃世界最冷冰箱、日耗电仅0.21度的顶级节能冰箱等多款引

领行业发展潮流的产品。 在产品质量方面，公司拥有较为先进的开发及质量保证体系，通

过了ISO9001、ISO14000等国内外权威认证，公司产品具有品质优良、性能可靠的特点。 在

技术开发方面，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在节能、风冷、智慧、深冷方面，公司拥有超前、领

先于同行的核心技术。 在产品开发方面，公司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者更新换代需求特

点，2014年重点发展CHiQ智能产品、变频产品，产品结构升级明显。

3、运营能力

公司积极向标杆企业学习，开展标杆管理活动，提升公司基础管理水平。 公司建立完

善内控体系，加强管理控制，通过信息化带动管理规划标准化，防范经营风险。 2014年，公

司持续开展“人效、钱效、物效”三方面提升工作，开展战略创新、转型升级工作，不断提升

内部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4、营销能力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及服务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合资营销公司等商业营

销模式。 公司不断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在连锁、批发、电子商务等多种渠道均衡发展，积极

开展长虹-美菱专卖店建设，同时，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1、宏观经济风险

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速仍会不断减缓，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经济

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宏观形势的不确定，给家电行业带来许多未知的影响因素。

2、行业政策风险

家电下乡政策和节能惠民工程的终止也给产品升级、市场销售带来了很大影响。 在新

的刺激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家电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并不明朗，经营风险加剧。

3、新商业模式的冲击

随着新的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层出不穷，传统企业若不坚持创新思维提前准备，或面

对市场变化不能快速反应，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公司虽然在家电智能化方面占得了先

机，但若不能强化优势，保持领先，则会丧失先机。

4、行业竞争加剧

各大家电品牌近年来纷纷扩大生产规模，造成了产能过剩，部分黑电品牌也积极布局

白电行业。 未来市场由大盘式增长转变为侵蚀性增长，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5、劳动力成本增加

随着国家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用工荒” 、“招工难”等社会问题不

断涌现，企业一线操作工招聘难度加大。 家电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操作工数量多，招工

问题给企业造成的影响较大，也直接增加了企业成本。

面对以上风险，公司一方面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前在产品、技术、市场方面进行布

局，尤其是要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自动化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控制原材

料及产成品库存，完善人力资源规划。 另一方面，公司将在“美菱梦” 的指引下，通过战略

创新、转型升级，坚持“双三一心”战略，执行“重产品、提效率、夯基础、建能力”的经营方

针，开展人效、物效、钱效三效提升工作，不断提升内外销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从而实现公司良性可持续发展。

（三）下半年公司经营对策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执行“重产品、提效率、夯基础、建能力”的经营方针，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以应对不利的宏观环境和行业形势。

1、坚持“重产品、提效率、夯基础、建能力”

继续推进智能和变频两大产品战略，重点推广CHiQ智能冰箱、智能空调和0.1度变频冰

箱。 持续提升人效、物效、钱效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不断完善运营体系，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提升营销公司运营能力和终端销售能力，确保市场份额的增长。

2、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国内市场上，坚持变革创新强运营、聚焦市场抓终端，重点提升营销运营能力和终端销

售能力，聚焦重点市场，狠抓零售，新兴渠道实现快速增长；海外市场坚持低毛利上规模，上

规模降成本，降成本创利润的经营思路，聚焦重点客户和重点市场，培育战略性产品，加强

海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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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公司2014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

本公司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绵阳美菱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软件公司” ），其于2014年1月24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本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美菱软件公司100%的股权，故将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另外，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新乡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司和六安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司

完成清算注销，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4年半年

度报告》中“第九节财务报告”的“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中“（三）本期合并财务

报表合并范围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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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体斌

2014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521

、

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2014-052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知于2014年8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董事长刘体斌先生、董事李进先生、李

伟先生、寇化梦先生、吴定刚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高健先生、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

路应金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4、会议由董事长刘体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要求，以及公司相关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规定，本

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应收款项情

况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 同意对可能发生坏账风险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确

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2014年上半年度母公司及子公司合计计提坏账准备28,505,

564.37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库存产

品的品质情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在对截至2014年6

月30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

值测试，经减值测试，同意对母公司及子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计1,566,359.61元计入

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2014年第二

季度对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资产进行处

置。 该部分资产账面原值11,372,180.57元，账面价值1,402,125.22元，扣除取得的处置收

入1,038,032.28元，净损失364,092.94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公司批准的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退养规

定》等，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2014年第二季度，公

司对新增内部退养员工提取从开始内部退养至正式退休期间的生活补助费， 共计1,059,

117.48元，同意公司将该项费用作为退养员工福利，列入福利费开支，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长

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买断性融资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降低应收账款余额，加速资金周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

与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Amica� Wronki� S.A. 公司 （以下简称 “AMICA公司” ）及

Electrolux� do� Brasil� S.A.公司（以下简称“伊莱克斯公司” ）协商一致，同意公司将未来

一年期内 （2014年8月—2015年7月） 对AMICA公司和伊莱克斯公司发生的部分应收账

款，采用无追索权买断方式向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申请办理应收账款买断性融资业务。 其

中，公司对AMICA公司及伊莱克斯公司应收账款的买断性融资金额，年度累计分别不超过

1.2亿元人民币及1.5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将根据融资成本及市场利率情况自由选择是否办

理买断性融资业务。

同意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张晓龙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买断性融资业务事宜并签署有

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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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知于2014年8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监事会主席余万春先生、监事卢兴周先生、

尚文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监事胡嘉女士、张儒和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万春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各项规定；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要求，以及公司相关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规定，本

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应收款项情

况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 同意对可能发生坏账风险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确

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2014年上半年度母公司及子公司合计计提坏账准备28,505,

564.37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库存产

品的品质情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在对截至2014年6

月30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

值测试，经减值测试，同意对母公司及子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计1,566,359.61元计入

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2014年第二

季度对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资产进行处

置。 该部分资产账面原值11,372,180.57元，账面价值1,402,125.22元，扣除取得的处置收

入1,038,032.28元，净损失364,092.94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公司批准的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退养规

定》等，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2014年第二季度，公

司对新增内部退养员工提取从开始内部退养至正式退休期间的生活补助费， 共计1,059,

117.48元，同意公司将该项费用作为退养员工福利，列入福利费开支，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上半年度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

报告是真实的、客观的，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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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

0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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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卉 刘锋

电话

027-87838669

传真

027-87836606

电子信箱

IR@000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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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1,089,989,096.34 962,605,270.14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901,656.16 65,125,398.70 -3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39,750,434.59 67,277,264.03 -4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05,615,959.19 -629,518,535.65 -12.0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1.20%

下降

0.46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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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799,486,050.01 15,080,487,400.22 1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416,431,763.13 5,376,530,106.97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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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

）

15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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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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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

）

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8 398,828,402

质押

398,000,000

北京国财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3 300,298,572

质押

300,000,000

海南洋浦众森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1 210,236,653

质押

210,200,000

王浩 境内自然人

0.6 15,373,800

质押

15,330,000

郭正托 境内自然人

0.29 7,299,198

胡长斌 境内自然人

0.28 7,212,1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5,354,420

盛发强 境内自然人

0.21 5,329,129

刘镜塘 境内自然人

0.19 4,762,800

高发亮 境内自然人

0.18 4,50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中

，

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第五大股东郭正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7,299,198

股

；

第六大股东胡长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3,42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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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行业发展回顾

A、政策保持长效稳定并趋向灵活

2014年上半年没有新的全国性行业调控政策出台，中央着力长效机制建设、地方适度

调整成为主基调。 今年“两会”上中央确立了“分类指导” 的调控思路，城镇化、土地制度

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与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相关的制度建设成为两会工作报告重点。

“两会”后，全国棚户区改造进一步提速，共有产权试点逐步展开，中央相继以“央五条” 、

定向降准等手段“微刺激” ，保障自住购房的信贷需求；同时各地政府因地制宜，纷纷通过

信贷、公积金等方式为楼市松绑减负，鼓励自住性市场需求。 以市场为决定作用的调控机

制逐步形成，行业中长期健康理性的发展环境日趋明晰。

B、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新开工、销售等多项指标出现负增长

报告期内，国内宏观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及

商品房销售等数据受其影响呈现整体下行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6月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增长

明显放缓，增幅降至2011年以来最低点；房屋新开工面积8.0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6.4%，

其中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5.6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8%，降幅处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商

品房销售面积4.8亿平方米，销售额3.1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6.0%和6.7%，其中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4.2亿平方米，商品住宅销售额2.6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8%和9.2%。 经历了十年

的高速发展后，房地产行业开始进入由高速增长向平稳发展的过渡阶段。

C、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品牌优势更加凸显

2014年上半年，市场环境出现调整，降价范围、幅度逐渐扩大，但行业呈现出“强者愈

强，大者愈快” 的趋势，龙头房企表现依然强劲，中小型房企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发展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CRIC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6月，行业销售前50名房企的

销售金额占全国市场的32.9%，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销售金额前50名的门槛值由去年同

期56亿元提升至63亿元，同比提高12.5%，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长速度。

（2）管理层的经营与管理对策

报告期内，管理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继续全面推进与“美好价值观”相配套的发展战

略和管理策略，坚定贯彻并逐步推行大总包和一站式服务，从客户价值维度切实提升公司

品牌竞争力，为公司由传统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逐渐转型为美好生活集成商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战略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A、强化“区域聚焦、深耕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于武汉地区的发展，重点推进武汉市“长丰村” 、“建和村”城

中村项目的拆迁、改造方案报批、挂牌等工作，并于2014年3月顺利摘牌 “长丰村”项目地

块，进一步增加了公司在武汉地区的土地储备。

B、调整管理体系，精兵简政，提高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结果导向、源头管理、去中间环节” 的改革原则对管理体系和组

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以一线管理中心为核心，强调一线决策，简化审批流程；集团转变为服

务型总部，为一线服务，同时加强产品研发和服务体系建设。 从集团到一线管理中心和项

目部，减少中间管理流程，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执行力。

C、严抓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项目管控，对质量事故零容忍。 在产品建设环节逐步实行大总包，

由总包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加强对各方资源的整合，提升工作效益；在服务

环节，从销售服务、物业基础服务、生活配套服务、社区文化服务四个方面全力推进一站式

服务，让客户从买房到入住后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享受管家服务。 从产品和服务两个维度

提升客户满意度。

D、推进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工厂化住宅试点工作，提升产品品质

公司在产品研发环节从客户感受出发，秉承提供“好用、便宜、好看” 的舒适产品的核

心设计理念，努力用高性价比的产品打动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1.0版本住宅产品标

准化研究设计图册。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工厂化住宅试点工作，参与编写了湖北省

《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完成报审稿；并将即将开工的武汉“新湖村K2项

目” 、“人和天地城市广场二期项目”作为工厂化产品的首批试点单位，列入湖北省建设厅

的试点项目。

E、加强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以预算管理为核心，以数据分析为抓手，通过对经

营数据的分析和对标，发现问题，挖掘潜力。 同时，强化细节管理，加强对成本费用支出的

预算控制，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和成本浪费，降低成本费用。

（3）2014年下半年经营计划

A、上半年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建面积131万平米，其中：开工20.46万平米，复工

110.54万平米；竣工10.85万平米。

B、经营计划调整情况

公司在2013年年报中披露的2014年经营计划：“复工110万平米，开工144万平米；竣

工32万平米” 。

公司管理层经过分析与讨论，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市场情况，拟对2014年全年经营计

划进行如下调整：

拟调减武汉“邓甲村”项目、“长丰村”项目、“建和村”项目、合肥“紫蓬山” 等项目的

开工面积，开工总量减少99.51万平米；拟调减沈阳“名流印象”项目竣工面积4.52万平米。

调整后的公司2014年经营计划为：复工110万平米，开工45万平米；竣工28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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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单位：万元）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新增方式

武汉集成美好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38.57 -11.43

新设

武汉美好启程置业有限公司

999.57 -0.43

新设

武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

999.25 -0.75

新设

武汉美好佳苑置业有限公司

999.17 -0.83

新设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司

-0.05 -0.05

新设

武汉美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0.01 0.01

新设

A、2014年3月13日， 子公司武汉美好生活投资有限公司投资5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武汉集成美好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B、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江北有限公司本期设立“武汉美好启程置业有限公司” 、“武

汉美好锦程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美好佳苑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美丰采房地产有限公

司” 、“武汉美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五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000万元。本期将其

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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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道明

2014年8月12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4-41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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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8月9日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号水果湖

广场5层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已于2014年7月30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7名，其

中独立董事3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董事长刘道明先生主持，经逐项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43）。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2日

股票简称：美好集团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4-42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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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8月9日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号水果湖

广场5层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司已于2014年7月30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会

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彭少民先生主持，经逐

项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43）。

本议案获得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同意票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同意票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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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高速 股票代码

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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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继业 施惊雷

电话

010-58021999 010-58021227

传真

010-58021229 010-58021229

电子信箱

hbgs000916@sina.com hbgs000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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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9,374,271.00 304,116,763.61 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61,553,941.75 121,971,762.34 3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158,620,602.80 122,289,183.48 2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3,810,900.28 32,980,617.52 487.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82 0.1119 32.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82 0.1119 3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3.1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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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83,405,222.03 4,662,160,703.03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137,260,866.15 4,105,784,691.05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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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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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2% 292,367,935 64,467,000

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

公司

国有法人

23.63% 257,596,560 64,399,140

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

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4% 132,327,000 33,081,750

河北省公路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83% 30,808,440 7,702,11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

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8% 8,478,177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

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7,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金元惠理宝石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6,942,564 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境外法人

0.61% 6,615,2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5,799,904 0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

－

中华汇聚基金

境外法人

0.51% 5,526,7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除前四名限售股东为公司发起股东外

，

第六名和第

九名

、

第七名和第十名有关联关系外

，

未发现其他有关联关系或构

成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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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继续秉承“善行正道” 的文化理念，倡导务实创新与

清新简朴的工作作风，调整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继续实施精细化管理，降

本增效，保畅通、保安全，努力提升京津塘高速公路的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较

好的完成了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468,340.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413,726.0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5,937.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6,155.39万元，每股收益0.15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81.09万元，净资产收益率3.92%。

公司上半年通行费收入为32,097.20万元， 占全年67,500万元计划的

47.55%，同比增长7.75%。其中客车通行费收入为15,499.50万元，占总通行费

收入的48.29%， 货车通行费收入为16,597.70万元， 占总通行费收入的

51.71%。 主要原因是：

1、在管理上加强日常养护巡视，确保车辆交通安全，强化站区疏导措施，

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2、周边路网提高计重设备称重精度,并对货车提高加价收费标准，受其影

响绕行本路段货车流量持续增长。

3、自2014年3月1日起天津外环7时至19时对货车实行限时通行，由于本

路宜兴埠至机场段平行于天津外环， 部分货车绕行本路通行使得短途货车增

幅较大。

4、本路段自2011年１月起实行计重收费，目前车型结构已基本固定，客

车持续回流，通行费收入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5、因受恶劣天气影响封路时间较去年同期明显缩短。

报告期内，公司在“一主两翼” 的发展战略指引下，积极寻找主业项目投

资机会，对多个项目开展前期投资分析和调查，丰富了储备项目池；在主业相

关领域方面，公司在完成高速公路交通广播试点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在智

能交通和交通信息服务等相关领域的拓展业务；在多元化业务发展方面，公司

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的江苏徐州丰县23.8兆瓦的光伏电站项目运行良好， 与黑

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东方共同投资的地产项目也按计划建设。 另

外，公司对多个光伏电站项目开展了前期投资分析和调查，在环保等新兴产业

方面也进行了前期的积极探索。 在运营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合并运营管理架

构， 组建了新的运营管理机构———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塘运营分

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降本增效。 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内控体系和考核激

励机制，为公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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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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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7月31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通知，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公司董事共14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14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二、审议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则》。

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与特定对象直接沟通过程中的信息发布行为，充分

保护中小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备忘录的精神，修订了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

则》，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完善了机构投资者来访调研条款，同时对部分条款的

表述进行了规范。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则》全文请参见8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14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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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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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