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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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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股份 股票代码

0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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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忠海

-

电话

023-63023656 -

传真

023-63023656 -

电子信箱

ir@jin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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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57,921,995.30 7,643,283,520.30 -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51,476,735.49 790,152,947.49 -4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11,178,840.07 775,044,684.62 -59.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345,938,842.41 -1,212,431,019.84 -340.9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 0.68 -42.6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 0.68 -42.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 10.79%

下降

5.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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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8,054,183,357.30 62,395,055,252.31 2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819,450,026.41 7,852,164,529.3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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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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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

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2% 252,835,355 252,835,355

质押

134,629,396

黄红云 境内自然人

17.79% 206,123,213 206,123,213

陶虹遐 境内自然人

8.66% 100,342,496 100,342,496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3% 68,653,114

黄一峰 境内自然人

4.60% 53,253,987 47,241,765

质押

53,240,000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44,089,847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41,344,716

石河子展宏股权投

资普通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33,990,161 33,990,161

深圳市君丰渝地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 32,062,000

王小琴 境内自然人

2.31% 26,766,222 26,766,222

质押

26,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黄红云

、

陶虹遐夫妇合计持有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黄一峰

、

王小

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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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

全国房地产开发总投资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同比回落了6.2个百分点；房屋新开

工面积8.01亿平方米，同比减少16.4%；商品房销售面积4.84亿平方米，同比减少6.0%，商品

房销售额3.11万亿元，同比减少6.7%；商品房待售面积5.4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4.5%；土地

购置面积1.48亿平方米，同比减少5.8%。 受市场变化影响，多家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不及预

期，但从长远来看，短期的调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更加持续健康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围绕“改革创新、产业升级”两大主题，按照“产业升级，加快发

展；简政放权，提升效率；规范履职，监督到位；增加收入，考核斗硬” 的改革总体思路，坚持

“经营管理以财务指标为核心，运营管理以关键节点为核心，团队建设以人才保障为核心”

的经营管理原则；着力突破工作难点，提高工作质效，做大规模、做足利润。 公司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销售金额约111亿元，同比增长22%。 其中，地产业务实现签约

销售金额约101亿元，同比增长19%；实现销售面积约14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42.98%；实现利润总额6.62亿元，同

比下降35.25%；实现净利润4.93亿元，同比下降36.0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51

亿元，同比下降42.86%。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780.54亿元，同比增长2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8.19亿元，同比下降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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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10家，其中属于新设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有以下8家：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金科坤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金科亿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

限公司、内江金科利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金科宇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汇典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中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有以下2家：陕西

金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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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红云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083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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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5日（周一）以专人递送、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年8月28日（周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召

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4年9月15日（周一）14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9月9日（周二）。 具体事宜详见《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084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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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满足自身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北京分

行申请不超过18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24个月，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北京市大兴区清澄名苑北区27号楼2-2115

法定代表人：刘宏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经济信息咨询。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9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科兴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4年6月末，总资产为238,346.39万元，净资产为9，999.99万元，2014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5.2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

2、担保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

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7月末，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担保的情

况，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361,472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3.38%， 占总资产的

21.82%。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085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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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4年8月2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周一）14时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4日--2014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现

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9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2014年9月15日

15:00。

（四）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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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9日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1、凡2014年9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1号地矿大厦11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该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2014年8月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等刊载披露。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

证登记，受托代理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14年9月12日9时至17时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1号地矿大厦，邮编：40112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2014年9月15日交易时间，即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100.00�元代表总议案，

1.00�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1

《

关于公司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

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100.00�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7）投票举例：股权登记日持有“金科股份” 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656

金科投票 买入

100.00

元

1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14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9月15

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

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

定的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袁衎、杨琴

2、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

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限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086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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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经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一定金额的担保（含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额度，详细情况参见公

司已披露的《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68号、

2014-003号、2014-023号、2014-032号、2014-053号）、《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补充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73号）、《关于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77号）、《关于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06号）、《关于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9号）、《关于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5

号）、《关于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4号） 等相关公

告。 现将近期发生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金科集团苏州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接受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的委托贷款45,000万元，用于苏州“金科·天籁

城”项目的开发，期限27个月，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向中国农业银行

重庆江津支行借款32,000万元，用于“金科·世界城”项目一期的开发，期限36个月。公司全

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其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其持有资产为金科国

竣提供30,000万元抵押担保。

3、公司于2014年3月向中信银行西安分行借款30,000万元，用于受让项目公司股权，期

限60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昊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其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其持

有资产为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4、公司于2014年4月接受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委托贷

款50,000万元，用于公司项目的开发，期限24个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金科西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经其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其持有资产为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5、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途鸿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向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借

款12,000万元和18,000万元，用于“金科·中央公园城” 项目的开发，期限分别为29个月和

22个月。因抵押担保物调整的原因，2014年5月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金科汇茂以其持有资产为金科途鸿提供30,000万元抵押担保。

6、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金科国竣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向招商银行重庆

大学城支行分别借款30,000万元和14,000万元，用于“金科·世界城” 项目二期的开发，期

限分别为30个月和36个月，公司以持有资产为其提供22,000万元的抵押担保。

7、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途鸿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向浙商银行 重庆分行

借款20,000万元，用于“金科·中央公园城”项目的开发，期限25个月，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8、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30,000万元，用于“金科·时代中心”项目的开发，期限24个月，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融资担保，不会增

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相违背的情况。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7月末，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担保的情

况，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361,472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3.38%， 占总资产的

21.82%。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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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

600600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岛啤酒

00168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瑞祥

电话

0532-85713831

传真

0532-85713240

电子信箱

secretary@tsingt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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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资产

29,259,441,014 27,364,866,537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15,743,016 14,020,559,043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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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634,321 3,823,970,353 1.17

营业收入

16,958,068,052 14,971,338,262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661,148 1,394,881,161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 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6,759,795 1,046,242,862 1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54 10.56

减少

1.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40 1.032 0.7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40 1.03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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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208

（

其中

，

H

股股东

299

户

；

A

股股东

22,

909

户

）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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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6 412,800,255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

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67 373,828,541 0

未知

朝日集团控股株

式会社

境外法人

19.99 270,127,836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019L－FH002

沪

未知

1.38 18,587,051 0

未知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17,574,505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易

方达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92 12,446,485 0

未知

高瓴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HCM

中

国基金

未知

0.69 9,326,142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52 7,083,738 0

未知

加拿大年金计划

投资委员会

－

自有

资金

未知

0.52 7,026,7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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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6,683,40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青啤集团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份

7,944,

000

股

，

其自身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404,856,255

股

。

（

2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

有

，

并已扣除青啤集团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数量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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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致力于国内市场的积极开拓，共实现啤酒销售量531万千升，同比

增长15.75%，远远高于国内啤酒行业5.66%的增长速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国内啤酒行业

上半年共完成啤酒产量2,580万千升）， 目前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20.57%。 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9.58亿元，同比增长13.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人民币14.05亿元，同比增长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人民币12.47亿元，同比增长19.17%。

上半年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在继续巩固和加强山东等基地市场的

同时，努力开拓其他市场，使公司销量持续增长，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公司结合世界杯足球

赛的举办积极开展体育营销和市场推广，研发并推出了青岛啤酒足球罐及足球纪念铝瓶套

装等新产品，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并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公司还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市场推广力度，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开拓中高端市场，保

持了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产品领先水平。 上半年公司主品牌青岛啤酒共实现销售量257万

千升，同比增长7.19%，其中奥古特、易拉罐、小瓶、纯生啤酒等高端产品共实现销售量94万

千升，同比增长14.13%。

上半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圆满完成了换届选举 ，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目标的继续推

进和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国内啤酒市场增速放缓和国际化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为

继续保持公司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功，第八届董事会提出未来公司的

销量增长目标将继续保持比国内啤酒行业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的水平， 同时公司将调整发

展战略，未来将致力于产品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充分发挥青岛啤酒的品牌和品质优势，以差

异化竞争战略在国内中高端市场不断取得新的增长；公司的品牌战略调整为1+1+N，即青

岛啤酒主品牌+全国性第二品牌崂山啤酒+汉斯、山水、银麦等区域品牌；公司成立营销中心

创新营销事业总部，发力新产品开发与销售，积极拓展电商等新型业态，开拓新的经济增长

点。

(一)�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16,958,068 14,971,338 13.27

营业成本

10,145,048 8,753,435 15.90

销售费用

3,470,957 3,094,354 12.17

管理费用

600,349 602,814 -0.41

财务费用

-173,923 -95,694 -81.75

投资收益

34,787 232,470 -85.04

营业外支出

21,422 182,940 -88.29

所得税费用

442,471 325,022 36.14

(1)�营业收入

201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3.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增

长，使得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a)�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啤酒

16,730,267 9,998,223 40.24 13.37 16.66

减少

1.68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啤酒

16,730,267 9,998,223 40.24 13.37 16.66

减少

1.68

个百

分点

本集团业务主要是啤酒生产及销售

b)�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山东地区

9,227,406 13.06

华北地区

3,332,480 15.49

华南地区

2,615,310 -5.40

华东地区

1,971,127 18.58

东南地区

1,541,758 52.87

港澳及其他海外地区

243,030 13.50

合计

18,931,111 13.38

减

：

各地区间抵销金额

2,200,844 13.45

合并

16,730,267 13.37

(2)�营业成本

2014年上半年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5.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主营产品销量增长，使

得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

2014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2.1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市场规模扩

大，使得职工薪酬、品牌推广费用及物流费用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

2014年上半年财务费用同比减少81.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5)�投资收益

2014年上半年投资收益同比减少85.04%，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因与三得利合资项目本

公司之原全资子公司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三得利青岛啤酒(上海)有限公

司” )变更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其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产生的收益。

(6)�营业外支出

2014年上半年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88.29%，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一子公司承担员工安

置费用及部分子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7)�所得税费用

2014年上半年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36.1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盈利增加所

致。

2、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

）

应收账款

395,617 152,293 159.77

其他应收款

265,612 183,395 44.83

其他流动资产

273,839 466,863 -41.34

长期待摊费用

30,103 21,525 39.85

短期借款

317,977 101,080 214.58

应付账款

3,542,551 2,707,071 30.86

预收款项

615,870 980,498 -37.19

应交税费

752,112 332,033 126.52

应付股利

616,542 1,020 60,345.32

应付利息

841 1,203 -30.1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36 1,797,167 -99.90

长期借款

4,688 4,881 -3.96

(1)�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59.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销售旺季使得部

分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4.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应收短期委托

贷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41.34%，主要原因是上年末部分子公司的待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在本报告期内已抵扣以及预缴所得税减少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9.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发生受

益期在一年以上的建筑物装饰装修等费用增加所致。

(5)�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0.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生产旺季，材料采

购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7.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预收酒款减

少所致。

(7)�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26.5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量及销售额增加使

得应交增值税、应交消费税、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8)�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60,345.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分配的现金股利尚未支付所致。

(9)�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0.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尚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减

少所致。

(10)�银行借款

短期借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214.5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99.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

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到期偿还所致；

长期借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96%。

报告期期末本集团银行借款共为324,401千元人民币，其中短期借款317,977千元人民

币，长期借款6,424千元人民币。长期借款中：1年以内到期部分1,736千元人民币，1至5年3,

778千元人民币，超过5年910千元人民币。

报告期期末本集团银行借款按借款币种分为人民币借款30,123千元人民币，港币借款

287,854千元人民币，欧元借款3,247千元人民币，丹麦克朗借款3,177千元人民币。

本集团的借款均受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人民币与港币的借款于结算日的有效年利率

分别为3.30%、3.06%。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868,634 3,823,970 1.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875,273 -1,083,573 19.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943,205 -198,864 -877.1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1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

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9.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子

公司财务公司缴存的央行存款准备金同比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877.1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偿还分离交

易可转债15亿元及子公司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二)�其他经营情况说明

1、 债务资本率

本集团2014年6月30日的债务资本率为0.03%(2013年12月31日：0.03%)。 债务资本率的计

算方法为：长期借款总额/(长期借款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 资产抵押

于2014年6月30日，本集团无资产抵押。 (2013年12月31日：无)

3、 汇率波动风险

由于本集团目前用于主品牌生产的原材料大麦主要依赖进口，因此汇率的变动将会间

接影响本集团的原材料价格，从而对本集团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4、 资本性开支

2014年上半年本公司资本性新建、搬迁及改扩建项目共投入约10.14亿元，使得公司的

产能规模持续扩大，产能布局得到优化。 依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及盈利能力，有充足的自

有资金及持续的经营现金净流入满足公司资本项目的资金需求。

5、 投资

详见半年报正文财务报表附注。

6、 或有负债

详见半年报正文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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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说明

本集团在编制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个月财务报表时提前采用了财政部2014年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

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应用指南的报表格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的规定， 增加本集团2014年6月30日和

2013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008,642元和1,308,642元， 减少本集团2014年6月

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长期股权投资1,008,642元和1,308,642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应用指南的报表格式，增加本集团2014

年6月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递延收益1,316,537,412元和1,260,778,419元， 减少本集

团2014年6月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其他非流动负债1,316,537,412元和1,260,778,419

元；增加本集团2014年6月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其他综合收益27,423,537元和28,958,

454元，减少本集团2014年6月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资本公积3,201,562元和3,159,949

元，减少本集团2014年6月30日和2013年12月31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24,221,975元和25,

798,505元。

除上述提前采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应用指南的报表格式的影响外，采用其他准则并没有对本集团合

并财务报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4.2�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说明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2014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青岛啤酒

（

张家口

）

有限公司

2,844,988 -155,012

青岛啤酒（张家口）有限公司系本期由本公司独资设立的子公司，本期净利润为其成

立日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期间的净亏损。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成都青岛啤酒西南营销有限公司

37,837,330 -46,757

根据本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

销子

公司西南营销，其注销登记已于2014年3月28日(处置日)完成，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孙明波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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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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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14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青啤大厦19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8人，非执行董事杉浦康誉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执行董事黄克兴代为出

席及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明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

议案：

一、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发布公司2014年半

年报和香港中期业绩公告。 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公司核销2013年资产损失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质量，同意对长期股权投资

损失以及青岛本部工厂的存货损失和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进行核销。 合计金额为人民币72,

243,167.30元。

三、关于确定公司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的年度上限金额及授权事项的议案。 同意在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内公司每年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30亿元，并授权公司

总裁及财务总监签批于该额度内发生的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新增或展期的相关文件。

四、 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公司” ）2014年度买方信贷业务和国债逆回

购、保本类理财产品投资规划。

1、同意财务公司向符合资格的青岛啤酒战略经销商提供买方信贷业务支持，2014年度

规划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2、 同意财务公司2014年度国债逆回购和保本类理财产品的投资月末余额不超过25,

0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9，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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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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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 ）于2014年

8月27日在青啤大厦1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7人，实际出席监事6

人，监事川面克行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段家骏先生代为行使其在本次

会议上的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段家骏先生主持。

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度买方信贷业务和国债逆回购、保本类

理财产品投资规划。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包括未经审计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公司2013年资产损失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委托贷款及自营贷款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7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27日

青 岛 啤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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