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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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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青岛海尔

60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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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国珍 刘涛

电话

0532-88931670 0532-88931670

传真

0532-88931689 0532-88931689

电子信箱

finance@haier.com finance@haie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7,419,168,277.24 61,092,788,947.70 61,015,859,730.70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368,306,013.44 14,494,163,523.45 14,467,102,503.43 12.9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33,297,327.47 3,469,762,704.20 3,435,348,711.05 7.60

营业收入

47,000,717,840.11 43,056,243,086.80 42,970,525,174.75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77,243,055.81 2,132,860,092.78 2,130,768,035.71 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50,726,956.34 2,054,584,314.33 2,054,565,234.03 1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6.05 17.45 20.49

减少

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47 0.791 0.790 19.7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45 0.788 0.787 19.92

2.2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79,0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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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3 629,342,412

无

海尔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1 536,305,382

无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5 80,298,880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1 35,654,744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

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9 35,000,0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3 33,453,705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未知

1.14 31,119,843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对冲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11 30,228,215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3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08 29,250,020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

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

未知

0.89 24,140,38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尔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海尔集团公司对其持股

51.20%

。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为海尔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

（

2

）

重阳对冲

1

号

、

重阳

3

期均为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管理

的基金

；

（

3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均为光大保

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

（

4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有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坚持网络化发展方向，推进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供应链柔性化，不断

推出引领行业、适应用户个性化需求趋势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全流程提升消费者体验，实现

了良好业绩。 2014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470.01亿元，同比增长9.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5.77亿元，同比增长20.84%；盈利能力继续提升，毛利率达到25.00%，同比提升0.19

个百分点，其中白电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约1.09个百分点；公司净利润率7.01%，同比提升

0.73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37.33亿元，同比增长7.60%，公司持续保

持良好的盈利质量。

报告期内，各主要产品线保持优于行业的增长：冰箱、洗衣机、热水器业务依托在产品

力、品牌力、渠道力的全方位优势继续保持行业引领地位；空调业务持续强化在产品引领、

专营店渠道拓展、交互营销创新等核心运营环节的竞争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厨房电器业

务通过产品力提升、专业渠道拓展实现良好增长；U-home业务以U+系统为核心，聚合产业

链资源，推进智慧生活生态圈战略的落地；渠道综合服务业务通过第三方分销及物流业务

的高速增长实现业务快速发展。

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地位

零售量份额

：

23.07%

行业排名

：

第一

零售量份额

：

26.91%

行业排名

：

第一

零售量份额

：

17.15%

行业排名

：

第一

零售量份额

：

11.79%

行业排名

：

第三

数据来源

：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相关报告

资本运作方面：①2014年3月31日，阿里巴巴集团对子公司海尔电器的战略投资正式交

割完成，通过双方在机制、团队、业务等方面的对接实现物流业务快速发展；②2014年7月17

日，公司成功完成对全球顶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KKR的股份发行工作，向KKR注册于卢森

堡的全资子公司KKR� Home� Investment� S.à r.l.非公开发行302,992,994股A股股票，募

集资金32.8亿元人民币，认购股份锁定三年； KKR广泛的全球资源、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与

产业投资运营经验、出色的本土化团队将助力公司业务发展与治理提升。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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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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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企业名称 变更原因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备注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新设

108,522,530.13 -

青岛海日高科模型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657,604.51 1,564,591.83

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6,501,679.05 1,192,401.76

北京海尔广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024,122.65 670,851.32

Boyollogisticsoffshorelimited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 -

上海贝业新兄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44,240,671.57 966,027.50

佛山市贝业新兄弟物流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10,765,209.25 1,340,280.85

苏州市贝业新兄弟物流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10,567,384.19 5,567,476.54

广州贝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1,555,575.54 555,575.54

北京贝业新兄弟物流有限公司 新设

387,737.63 -612,262.37

PARNTERCENTURYHOLDINGSLIM鄄

ITED

新设

- -

HeroicPlanGlobalLimited

新设

1,044,199,762.38 -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

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梁海山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4-046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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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

28日上午在海尔信息产业园董事局大楼202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

独立董事吴澄先生，董事武常岐先生、彭剑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出席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7月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梁海山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二、《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2014年 7月 ，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KKR� Home�

Investment� S.à r.l.（以下简称“KKR” ）事宜已完成，共向KKR发行股份302,992,994股，

其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

根据公司与KKR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发行日后，并且在认购人在

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3%）的前提下，认购人有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向

董事会提名一（1）名董事候选人。 认购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应具备公司相关行业投资经

验，拥有国际化管理和战略发展方面的足够经验和资历，了解中国市场，并符合其它董事的

法定任职资格。 ”

根据上述协议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KKR提名刘海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其简历内容见附件。

三、《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票、 反对0

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陈永正（Timothy� Yung� Cheng�

Chen）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候选董事简历见

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二、三涉及的增选董事、独立董事事宜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

员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

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认为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资

格。

四、《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4-047。

议案二、三、四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6人，梁海山、谭丽霞、王筱楠三名董事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3年修订）》第10.2.1条规定的关联董事，需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

决。

内容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48。

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2014-049。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附件：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海峰先生，生于1970年，KKR全球合伙人、KKR亚洲私募股权投资联席主管兼大中华

区总裁，以及KKR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委员会、亚洲投资管理委员会及中国成长基金投资委

员会委员。 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洲直接投资部联席主管。 在多年的直接投资生

涯中，其创造了优异的长期投资业绩，曾负责并领导了大中华区多项成功的、富有开创性的

直接投资项目，例如：中国蒙牛乳业、中国平安保险、百丽国际、远东宏信、南孚电池、中国现

代牧业、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脐带血库、青岛海尔、永乐家电、恒安国际、山水水泥、

润东汽车等。 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电子工程系最高荣誉理学学位；Tau� Beta� Pi

（全美工程荣誉学会） 的成员， 并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电子工程专业学生Edwin�

Howard� Armstrong荣誉奖。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永正（Timothy� Yung� Cheng� Chen）先生，生于1956年，美国国籍。 现任澳大利亚

电信国际集团总裁及集团董事总经理。 拥有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俄亥俄州

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硕士学位。 曾在摩托罗拉以及微软公司担任中国公司总裁以及总

公司执行副总裁，曾在美国AT&T贝尔实验室任职九年。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600690� � � � � � �编号：临2014-047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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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行权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KKR� Home� Investment�

S.à r.l.（以下简称“KKR” ）的结果，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会议情况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编号：临2014-046）审议通过了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议案，内

容如下：

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基于以下事项及公司治理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1、公司已于2014年7月完成第四期股权激励授予，本次股权激励定向增发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共计6,101,0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720,835,940股增加至2,726,936,940股；

2、公司已于2014年7月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引进战略投资者KKR，并于2014年7月

17日就本次发行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的登记

托管手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302,992,994股，由此，公司股份

总数变为3,029,929,934股。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订原因

1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

柒亿贰仟零捌拾叁万伍仟玖佰肆拾

元

。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拾亿

贰仟玖佰玖拾贰万玖仟玖佰叁拾肆元

。

公司非公开发行及股权激励授

予完成后

，

公司股本发生变动

2

第八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

公司

。

第八条 公司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并购

)

。

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性

质发生变化

3

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现行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2,720,835,940

股

。

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现行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3,029,929,934

股

。

公司非公开 发行及股 权激励 授

予完成后

，

公司股本发生变动

4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

会

，

对股东大会负责

。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

立董事三名

。

设董事长一人

，

副董事

长一到两人

。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

会

，

对股东大会负责

。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

立董事四名

。

设董事长一人

，

副董事长

一到两人

。

根据公司治理需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备查文件：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4-048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

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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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分别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现金认购海尔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关联

交易” ）； 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3.36亿元，本公司关联方以现金

认购增资金额为4.64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

规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共同认购财务公司增资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9名董事均出席了此次会议，3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其余6名董事同意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

一、交易概述

财务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45亿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共计持有财务公司42%的股

权；本公司的关联方共计持有财务公司58%的股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持

有财务公司股权的详情如下：

股东类别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合计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0%

42%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12%

本公司关联方

海尔集团公司

5%

58%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53%

2014年1-6月，财务公司实现净利润为729,460,547.04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72,946,

054.7元，提取后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为814,458,649.3元（其中年初未分配利润

为157,944,156.96元）。 财务公司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拟将注册资本

由4,500,000,000增加至5,300,000,000元：即按2014年6月末股东持股比例以累计未分

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800,000,000元，具体增资金额、增资后各股东出资明细如下：

股东类别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金额

（

万元

）

累计总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24,000 159,000 30%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9,600 63,600 12%

本公司关联方

海尔集团公司

4,000 26,500 5%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42,400 280,900 53%

根据上述增资事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均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现金认

购财务公司增资；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3.36亿元，本公司关联方

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4.64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海尔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海尔集团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海尔集团公司

住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张瑞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31,118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31,118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

业用机器人制造；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详见外

贸企业审定证书）；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成果的研发及转让（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

凭许可证经营）。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之一致行动人青岛海尔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子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16,1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16,100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维修：通讯设备、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音像设

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围设备、办公设备及消耗材料、税控收款

机、摄影器材、数码产品、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数字电视机顶盒，并提供售后服务；

网络工程、系统集成、软件及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克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4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

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

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以上范围需经

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

分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13QDA1020号），截止2013年12月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612.87亿元，净资产54.13亿元，2013年全年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63亿元，净利润13.60亿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提高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优化其资本结构，提升其抵御

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支持其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无不良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14年8月2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公司

9名董事均出席此次会议。 梁海山、谭丽霞、王筱楠3名董事属于《上市规则》第10.2.1条规

定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余6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董事意见为：本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共同

按原持股比例以现金认购财务公司增资，有利于提高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优化其资本结

构，提升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

公司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宜尚需经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主管部门审批通过。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4-049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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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9月29日 下午15:00，会期半天

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22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

年9月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青岛市海尔路1号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A108室

5、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审议事项

（1）《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2）《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3）《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投票日期：2014年9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738690

海尔投票

3

②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③表决议案

表决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99.00

元

1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

1.00

元

2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元

3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元

④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⑤投票举例

A、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738690 99.00

元 买入

1

股

B、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选董事的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738690 1.00

元 买入

2

股

C、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选董事的议案》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738690 1.00

元 买入

3

股

（3）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①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②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③股东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

未表决或不符合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8、会议出席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

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

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相关人员。

9、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人

股东账户卡、授权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法

人单位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

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以2014年9月26日17:30前公司收到的传真或信件为准）。

（2） 登记时间：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26日上午9:00-11:30、 下午13:00-17:

30。

（3）登记地点：青岛市海尔路1号海尔信息产业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10、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地址：青岛市海尔路1号海尔信息产业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266101

联系人：明国珍、刘涛

联系电话：0532-8893� 1670

传真：0532-8893� 1689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会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下列授权行使表决权。 如本股东

未作具体投票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其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

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

2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3

《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为准，未填写视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股东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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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刊载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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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五矿发展 股票代码

6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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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利 孙继生

电话

010-68494205 010-68494267

传真

010-68494207 010-68494207

电子信箱

wanghl@minmetals.com sunjis@min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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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55,311,519,669.37 46,172,743,887.56 1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57,758,532.67 8,541,738,699.09 -0.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4,515,751.26 -2,270,993,669.7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9,735,890,450.53 76,975,223,331.97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25,780,384.03 190,862,152.02 -8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215,404,161.16 122,332,466.25 -27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013 2.2844

减少

1.9831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1 0.1781 -86.4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1 0.1781 -86.47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5,6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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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56 670,604,922 0

无

0

冯晓娜 境内自然人

0.28 3,025,455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1 2,268,850 0

无

0

苏和平 境内自然人

0.16 1,764,87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 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6 1,676,384 0

无

0

谢雨欣 境内自然人

0.15 1,652,777 0

无

0

李雪红 境内自然人

0.15 1,609,697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0.13 1,409,88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 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1,407,773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其他

0.10 1,099,941 0

无

0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 �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依旧不容乐观。 宏观上，经济增长速度延续放缓态势，一

季度GDP增速一度下行至7.4%，为2012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点，直至6月在政府稳增长政策

刺激下经济才逐步呈现企稳迹象；行业内，钢材、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行，钢铁企业频现资金

链断裂事件，行业信用危机不断蔓延，资金面日趋紧张，整个钢铁行业仍然低位运行。 面对

极为严峻的外部形势，公司坚持严控风险，积极创新业务模式，力保公司经营规模基本稳

定；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生产企业的成本控制，努力减亏控亏；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

园建设等重点战略举措有序推进，取得不同程度进展。

总体来看，公司上半年业务经营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严格控制经营风险，在极

度困难的环境中成功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二是主动调整、创新业务模式，积极有效应对市

场变化；三是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不断强化客户服务。 报告期内，受钢材、原材料等公司主营

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公司部分子公司业绩下滑明显，同时受押汇利率及美元贷款

利率上升及人民币贬值等因素影响，公司汇兑损失大幅增加，因此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利

润同比出现明显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7.36亿元，同比下降9.40%；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0.26亿元，同比下降86.49%。

3.2� � �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品需求减弱，年初至今，钢材、铁矿石市

场价格除3月下旬至4月上旬经历短暂的小幅反弹上涨外，整体延续下跌态势，较年初分别

下跌约5.82%、28.01%，其中6月当月铁矿石价格下跌8.04%，使得本报告期公司子企业中国

矿产利润同比减少2.60亿元、五矿营钢同比多亏损1.53亿元。

本报告期受押汇利率及美元贷款利率上升及公司借款规模增加影响，公司利息支出大

幅增加；同时公司经营中多利用低利率的美元贷款，本报告期人民币累计贬值0.92%（以外

管局中间价计算），受此影响，公司汇兑损失大幅增加。

3.3� � �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2014年的经营计划为：力争实现营业收入1,500亿元。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697.36亿元，完成经营计划的46.5%，基本符合经营预期。

公司战略进展：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战略转型项目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 电子商务平台正式投入商运，截至6月底，平台累计完成交易量超过20万吨；公司进一步

加强无锡、麻涌、兰州、罗泾四个钢铁物流园的建设，促进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体系

化，目前各项目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3�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以下变化：根据2013年9月

18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期向中国五矿转让持有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格里拉饭店"）全部62%的股权，截至2014年3月30日止，相关的交易手续已

办理完毕，交易款也已全部支付，以2014年3月30日为处置日，转让的处置收益为216,944,

095.93元，故本期不再将其纳入2014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但将其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

用、利润和现金流量纳入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4.4� � � � �本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证券代码：

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40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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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专人

送达、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无缺席会议董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公司201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2014年上半年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共计提坏账准备158,997,122.93元，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44,534,068.23元，公司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其

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 以上对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合并报表损益的

影响为减少利润203,531,191.16元。

（三）《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半年度报告》。

（四）《关于变更五矿麻涌钢铁物流园投资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五矿麻涌钢铁物流园投资方案进行如下调整： 项目用地由1,010.89亩调整

为920.7亩； 根据地勘报告及项目使用需要增加项目用地软基处理； 项目投资总额由110,

632.43万元增加至122,816.63万元。 本项目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项目资本金以及项目公司银

行贷款，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且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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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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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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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专人

送达、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6名，无缺席会议监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同意《公司2014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对外披露。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 未发现参与201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损害公司和投

资者利益的行为发生。

4、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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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五 矿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海 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