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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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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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珠控股 股票代码

6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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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峥 李伟

电话

027-59409632 027-59409632

传真

027-59409631 027-59409631

电子信箱

zzkg_stock@126.com zzkg_stock@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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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155,373.08 2,640,919,811.10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4,740,528.28 1,030,425,520.03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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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78,518.66 60,387,027.51 -225.65

营业收入

494,586,321.60 616,446,657.46 -1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10,775,868.42 45,158,808.81 -7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10,327,633.46 45,266,563.13 -7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3 4.56

减少

3.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4 0.1233 -76.1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4 0.1233 -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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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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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22 172,920,000

质押

172,920,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3.46 12,682,296

未知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 5,280,000 5,280,000

冻结

5,280,000

江豫 未知

0.75 2,737,797

未知

唐飞 未知

0.60 2,211,833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信北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0.58 2,120,679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信北二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0.57 2,088,540

未知

刘志峰 未知

0.50 1,845,044

未知

温涛 未知

0.44 1,610,000

未知

周建红 未知

0.42 1,548,531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非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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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

、

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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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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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国家各项政策调控的影响，2014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已从过去的

高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市场未能延续去年的成交趋势，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和面积等重要指标均有所下降。 虽然房地产市场整体政策

环境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但中央提出了"分类调控"，更强调因城因地调控房地

产市场， 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医药产业竞争依然激

烈，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医疗卫生保障体制逐步完善，制药企业的竞

争将是专利技术、品质品牌优势、营销网络等综合实力的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主动合理规划、调整房地产业务，稳步发展医药

业务，适当进行矿业投资"的发展战略，合理规划房地产项目，统筹整合资源，

充分发挥"创新"对医药企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培养新业务增长点，为公司的持

续发展夯实基础。

报告期内，因公司投资收益减少且受房地产市场因素的影响，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9,458.6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77.5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6.14%； 基本每股收益0.0294元。 截至

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95,115.54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1.75%；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105,474.05万元，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3.1.1�主营业务分析

3.1.1�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494,586,321.60 616,446,657.46 -19.77

营业成本

406,338,061.02 524,514,727.00 -22.53

销售费用

9,237,336.00 11,509,435.41 -19.74

管理费用

18,501,189.81 12,168,295.03 52.04

财务费用

16,365,461.96 12,361,523.02 3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78,518.66 60,387,027.51 -225.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51,694.34 -31,501,324.02 -92.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02,394.53 83,097,070.85 -11.79

研发支出

853,579.77 1,805,000.00 -52.71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车间改造部分车间费用转入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融资额度增加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购买股权、专利权和固

定资产所致。

3.1.1.2�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76.14%， 主要是由于

上年同期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大， 同时本期受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控的影

响，本期销售收入减少，共同导致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2)� �公司其他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币种:人民

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或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

（

或上期金额

）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0,405,890.26 328,467,710.23 -42.03%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

支出较大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376.21 -100.00%

本期处置资产

应收票据

187,639,634.64 7,368,283.10 2446.59%

商品贸易收到结算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122,892,464.26 37,306,068.99 229.42%

本期集中结转房产销售收入

，

银行未放按

揭款部分较大

预付款项

???? 449,808,700.17 295,493,017.33 52.22%

本期预付专利购买款项较大

在建工程

50,229,849.70 26,065,029.84 92.71%

潜江制药车间改造导致

开发支出

1,453,579.77 600,000.00 142.26%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应付票据

377,942,772.61 243,330,000.00 55.32%

商品贸易结算票据增加

应付账款

35,195,282.41 89,562,169.64 -60.70%

本期支付较多结算采购款项

预收款项

300,024,843.25 215,329,692.40 39.33%

预售商品房未结账收入

应交税费

19,632,900.52 32,224,527.74 -39.07%

本期汇算清缴缴纳上年末计提税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5,000,000.00 4,000,000.00 525.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616,621.26 28,957,840.96 -32.26%

本期商品房结转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管理费用

18,501,189.81 12,168,295.03 52.04%

本期车间停产技术改造部分车间费用转入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16,365,461.96 12,361,523.02 32.39%

融资额度增加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69,017.30 203,506.54 425.30%

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

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

账

投资收益

-150,745.30 28,593,828.36 -100.53%

上年主要为已出售的中珠房产投资收益

。

营业外收入

556,562.65 191,322.60 190.90%

新合并企业负商誉导致

营业外支出

107,271.08 334,995.03 -67.98%

本期非经常性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13,824,951.24 10,568,344.59 30.81%

本期汇算清缴缴纳税款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52,404,802.81 214,240,597.23 -75.54%

本期收到往来资金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074,668.64 26,347,454.97 55.90%

本期汇算清缴缴纳期缴纳税款较多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38,501,130.14 81,739,268.57 69.44%

本期偿还往来资金较多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7,464,547.05 20,000.00 187222.74%

上年末处置的土地使用权本期收款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0,195,494.52 16,562,699.74 323.82%

本期制药车间改造及购买专利无形资产等

支出较大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6,847,333.00 500,000.00 9269.47%

本期少数股东对控股子公司的增资形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2,400,000.00 283,700,000.00 59.46%

本期借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18,745,504.94 323,382,688.50 -32.36%

本期票据融资流入减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31,488,256.17 21,574,475.26 45.95%

本期支付借款利息增加

3.1.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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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行业

213,237,665.00

138,555,

409.02

35.02 -38.51 -49.43

医药行业及其他

281,348,656.60

267,782,

652.00

4.82 4.33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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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

213,237,665.00 138,555,409.02 35.02 -38.51 -49.43

增加

14.04

个百分

点

医药及其他

281,348,656.60 267,782,652.00 4.82 4.33 6.90

减少

2.29

个百分

点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及公司控股或控制企业中涵盖房地产、医药和矿业。 房地产方面，公

司秉承大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十余年的丰富经验， 拥有成功开

发区域性重点项目的实力，在项目获取能力、融资能力、施工建设管理能力和

公司品牌四大方面拥有较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医药方

面，本着"诚实守信 质量第一"的经营原则，以"创新、务实"为理念，立足于眼科

用药的生产与研发，同时加强抗癌药物的研发与合作力度，为公司未来医药方

面发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矿业方面，是公司涉足不久的战略发展领域，公

司以良好的心态，边探索、边实施、边调整，抓住主要脉络，逐一破解难点，协调

发展。 公司经营团队及全体员工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企业文化，为公

司发展不懈努力。

公司2013年启动了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 目前已获得证监会发审委审核

通过，该项工作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现金流将大幅增加，有利于提升公

司现有项目的开发速度，并增加相关项目的储备，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3.1.4� �投资状况分析

3.1.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9,515,295.36元，比期初

9,685,169.49元，减少1.75%，期末长期股权投资主要为：

被投资单位 主要业务 持股比例

珠海百脑会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 房地产营销

26

潜江汇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

5.35

博悦基金 投资

10

3.1.4.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1.4.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

司

中珠上郡 房地产开发

7300.00 104,005.55 34,667.73 197.20

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阳江在水一方 房地产开发

8100.00 93,454.75 19,303.15 3,949.54

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

司

贸易 矿产品购销

10000.00 50,069.75 5,995.36 1.12

3.1.4.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

额

项目收益情

况

公司收购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0%

股权

、

专利权及及药品项目

16,100

股权收购完毕

，

已办理

完工商变更手续

8,050 8,050

2014年1月23日,中珠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专利权及药品项目的议案》,并于

2014年2月19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中珠控股需分期支付黄文林所持广州新泰达公司70%股权转让

款1050万元； 分期对新泰达进行增资及履行新泰达对广州达博公司无形资产

的支付义务， 支付金额15050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 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款

1050万元， 已分期对新泰达进行增资及履行新泰达对广州达博公司无形资产

的支付义务，支付金额7000万元；本次收购的股权收购已经完毕，并已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手续。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3.3其他披露事项

3.3.1�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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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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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说明。

本期新增子公司2家：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恒泰本草科技

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期收购并达到实质控制的子公司。

4.4�本报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叶继革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9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4-054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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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8月29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9张，实收董事表决票9张，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珠控股2014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 拟向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续贷人民币2500万元，期限一年，中

珠控股提供保证担保。

中珠控股为支持子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为其续贷资金提供保证担保，有助

于子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同时中珠控股对上述子公司具有充

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

用和及时偿还。 详见《中珠控股对外担保的公告》，编号2014-055。

以上贷款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4-055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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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潜江制

药” ）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2500万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外担保累计数量：12.086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控股” ）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因

经营需要， 拟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续贷人民币

2500万元，期限一年，中珠控股提供保证担保。

以上贷款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提供保证担保事

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章华南路特1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I� 车间II� 车间）、小容量注射剂

（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片

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栓剂、酊剂（外用）、搽剂、灌肠

剂、涂剂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塑

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截至2014年6月30日，总资产43,428.2万元,总负债32,251.95万元,净资

产11,176.25万元。

关联关系：潜江制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因经营需要， 拟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续贷人民币2500万元，期限一年，中珠控股提供保证担

保。

四、审议情况

2014年8月29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的经营与发展， 为其续贷资金提供

保证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同时中珠控股对上述

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

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续贷资金提供保证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以上贷款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提供保证担保事

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12.086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52%。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潜江制药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4-056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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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8月29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监事表决票3张，实收监事表决票3张，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进行审慎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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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

营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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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葡股份 股票代码

6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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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亮 侯伟

电话

0991-8881238 0991-8881238

传真

0991-8882439 0991-8882439

电子信箱

zhangrongliang@citicguoanwine.com houwei@citicguoanw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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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321,986.40 2,992,653,060.18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3,927,212.05 952,555,814.16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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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09,506.81 -71,919,101.9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54,134,750.95 161,193,666.46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78,628,602.11 -78,882,778.1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

-102,155,923.93 -85,825,797.2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1 -8.7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71 -0.09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71 -0.09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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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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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65 345,457,419 0

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17 58,035,159 0

无

顾鹏 境内自然人

0.82 6,660,000 0

未知

顾梦骏 境内自然人

0.79 6,374,450 0

未知

徐开东

????

境内自然人

0.64 5,218,486 0

未知

顾振琳

????

境内自然人

0.53 4,311,557 0

未知

于桂芝

?

境内自然人

0.39 3,150,084 0

未知

张玲 境内自然人

0.38 3,130,000 0

未知

郭师杰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35 2,800,000 0

未知

高萍 境内自然人

0.32 2,628,06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

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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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较为严峻的宏观形势和市场环境。 面对严峻的外部

经营形势、内部持续的经营压力和过高的财务费用等问题，公司董事会和全

体员工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经营计划，按步骤开展各项工作，积极推进公司

非公开发行工作，以解决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研究

经营对策，加大经营创新力度，深度挖潜降低成本，继续提高产品质量，针对

性地进行营销战略的调整，同时加快盘活现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稳步

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4亿元；实现净

利润-7,862.86万元，每股收益-0.0971元。

报告期内，在生产方面，公司在重视和保证食品安全工作的基础上，从严

管理，持续提高各类酒品品质，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变化

及时调整新产品研发力度，细化管理控制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在销售方面，公

司面对行业发展新形式和新变化，积极开拓新的消费渠道，有针对性的扩大

营销投入，通过渠道下沉，对重点区域精耕细作，扩大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 为了适应行业发展变化，公司秉承质量就是生命的经营理念，坚持为广大

消费这提供优质优价的葡萄酒产品，并通过产品品鉴、协同销售、媒体宣传以

及开拓多种销售渠道等形式拓展市场占用率， 实现了公司销售的预定目标。

在基地种植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基地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人员和

硬件配置，以抽检和普检形式相结合，深入基地进行现场管理，严控葡萄原料

生产的各个环节，逐步建立起原料质量可追溯的安全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继续推进公司

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同时按照中信集团的要求加强风险管理控制，针对

公司从严管理的需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排查，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

一步完善了公司管理体系。 同时，公司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进有关承诺

履行相关工作的开展。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明确2014年下半年的重点任务为：在营

销方面，进一步加大营销力度，充分利用好各类渠道加强品牌宣传，扩大品牌

的影响力，增加市场占有率，同时积极探索电商在内的新型营销方式，从而促

进产品销售的增长；在生产方面，继续加强公司葡萄酒生产质量管理，提升葡

萄酒产品品质；在原料收购方面，在保证2014年原料收购工作的顺利完成的

同时，安排好收购和生产的衔接工作。 结合上半年各方面工作进展以及公司

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半年依然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为此，公司将在做好非公

开发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产整合力度，提高现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强化主业和核心业务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为公司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154,134,750.95 161,193,666.46 -4.38

营业成本

72,997,863.46 81,034,646.24 -9.92

销售费用

79,637,826.51 78,237,001.67 1.79

管理费用

27,890,795.85 31,432,555.43 -11.27

财务费用

48,323,941.94 49,347,978.71 -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09,506.81 -71,919,101.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78,504.27 -7,336,063.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536,549.02 -61,377,925.45

（2）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利润表构成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6

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1,834,544.00 4,334,622.30 -2,500,078.30 -57.68%

主要是本期计提数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32,712.18 -34,553,382.16 34,420,669.98 -99.62%

主要是上年同期下属公司注销产生

的投资损失

营业外收入

5,678,035.89 43,720,573.90 -38,042,538.01 -87.01%

主要是上年同期下属公司注销而无

法支付的款项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2014年1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 并于2014年2月27日经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形

式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申请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

3、其他

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增减分析

货币资金

114,017,182.44 349,884,734.00 -235,867,551.56 -67.41%

主要是本期支付原料款

、

税费和贷款本

息所致

预付账款

84,018,732.13 49,029,377.05 34,989,355.08 71.36%

主要是本期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0.00 29,323,734.64 -29,323,734.64 -100.00%

主要是本期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在建工程

13,120,889.17 10,853,003.79 2,267,885.38 20.90%

主要是本期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0.00 78,697,820.00 -78,697,82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37,812,887.97 84,529,303.99 -46,716,416.02 -55.27%

主要是本期支付原料款所致

预收账款

17,624,927.20 47,877,149.11 -30,252,221.91 -63.19%

主要是本期结转收入引起预收账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5,868,599.08 7,822,302.45 -1,953,703.37 -24.98%

主要是本期支付计提的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5,467,104.91 30,247,745.02 -35,714,849.93 -118.07%

主要是本期缴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1,632,777.78 672,222.22 960,555.56 142.89%

主要是本期计提财务费用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1,168,758.89 372,307,596.24 98,861,162.65 26.55%

主要是本期往来款增加所致

3.1.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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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葡萄酒

98,132,511.02 43,563,745.84 55.61 -22.79 -15.47

减少

3.84

个百分

点

注：公司成品酒销售略有增幅，葡萄酒业务收入下降主要是原酒销售下

降所致。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华北区

54,121,202.33

华东区

70,636,507.58

新疆区

18,266,934.24

西北地区

（

不含新疆

） 601,076.60

西南地区

778,256.25

中南地区

7,455,734.21

东北地区

2,275,039.74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AAAA级国家标准化良好行

为企业，始终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各项相关管理制度贯穿整个种植、生产过

程。 内控制度的严格执行确保了种植、生产中的质量。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

展，公司已建成依托新疆独特的气候、光照、土质、水质等资源优势，按照绿色

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要求的安全生产及质量管控体系，逐渐形成了在葡萄酒

行业内不可复制的独特产地生态优势。 从根本上保证了公司产品的高品质和

安全、健康产地生态消费体验。

3.1.4�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①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②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③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④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控股子公司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拥有91.57%的

股权，主要从事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报告期内，拥有总资

产188362万元，负债总额229704万元，净资产-4015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111万元，净利润-1630万元。

（2） 控股子公司新疆中信国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拥有

100%的股权，主要从事葡萄的种植、土地农业开发及农作物种植和林木的种

植，农副产品的购销。 报告期内，拥有总资产21481万元，负债总额15677万

元，净资产580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万元，净利润-517万元。

（3）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本公司拥有100%的

股权，主要从事葡萄酒的销售等。报告期内，拥有总资产39596万元，负债总额

40363万元，净资产-76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9518万元，净利润-3592万元。

⑤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8,628,602.11元；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2,155,

923.93元，累计未分配利润-1,570,589,255.36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

司在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3.3�其他披露事项

(一)�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不适用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智明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4-042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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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新疆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月30日在披露了《关于延期履行承诺事

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司承诺2014年年内完成转让公司所持有剩

余24.94%的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1月30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告。 关于延期履行承诺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2

月28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有关公告。

现对公司延期履行承诺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目前， 公司已履行延期履行承诺事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

序，公司控股股东也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做出承诺，将全力支持和

协助中葡股份落实本次延期履行承诺事项，并确保该项承诺按期履行。

公司正在推进有关承诺的履行工作，积极与公司控股股东、有关意向受

让方沟通联系，并寻找有关潜在受让方。 本公司将密切跟踪相关进展情况，遵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程序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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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6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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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年有 曹燕伟

电话

07146350569 07146350569

传真

07146353158 07146353158

电子信箱

nianyouwu@163.com cyw768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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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6,374,843.97 6,336,483,010.91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5,220,146.28 855,185,147.73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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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03,217.23 90,887,133.24

不可比

营业收入

758,065,923.32 900,186,078.29 -1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20,067,698.55 22,928,832.90 -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

20,722,552.60 -1,858,000.08

不可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2 2.82

减少

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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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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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1.64 136,306,801

质押

104,250,000

高建荣 境内自然人

12.61 41,266,666

质押

41,264,600

冯飞飞 境内自然人

5.04 16,490,000

质押

15,000,000

曹菊英 境内自然人

2.74 8,98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60 8,500,000

赵晶 境内自然人

2.14 7,000,000

高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01 3,300,000

饶忠明 境内自然人

0.74 2,436,221

朱清 境内自然人

0.45 1,460,773

门承德 境内自然人

0.44 1,443,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高建荣先生与第三大股东冯飞飞女士系配偶关系

，

两人均为第一大股东中

茵集团之股东

，

高建荣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

未知其它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也

未知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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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在调整中发展，但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整体呈下

滑趋势，尤其是按揭信贷紧张、房价预期下降和成交量平淡、新开工面积同时

放缓，部分城市库存屡创新高。 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均同比下

降，无论销售数据还是市场信心均处于低迷阶段。 中央坚持分类调控，但部分

地方政府微调政策以稳房市。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管理层深刻分析行业大势，通过加强内部管理

机制，灵活操作营销策略，深挖市场消费热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拟建项目7个，占地总面积66.79万平方米，规划总建

筑面积119.38万平方米，其中房地产新开工面积0.97万平方米。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房地产销售（签约）面积4.11万平方米，销售（签约）金额3.60亿元，分别

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66.42%和60.18%。 报告期内公司结算面积6.53万平方

米，结算收入6.83亿元，已售未结转面积达11.66万平方米，金额共计 9.77亿

元。

报告期内，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开发建设的项目主要位于苏州、徐州、连

云港、淮安等经济较发达二、三线城市。 公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7.58亿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15.79%；实现营业利润3990.40万元，实现净利润2554.36万元 。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稳中求进、开拓创新” 八字方针，深入落实“三

减三加” 和八项要求。

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1）加强创新营销策略，各公司深挖市场消费潜

力，做足营销功课，如徐州公司推出奥迪XAC车友会自驾骆马湖、淮安中茵周

末终极标靶、星墅湾推出钢琴比赛等场大型主题活动，引导客户产品体验，市

场反应较好。

（2）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及时推进项目进度。

（3）加强融资，公司上半年非公开发行事项已顺利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

通过，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32号）。

（4）加快转型，公司已确定了转型发展战略，下一步将会抓紧向大健康产

业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

（5）强化全面预算制度，加强管理，减少各种费用，从精细管理中要效益。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758,065,923.32 900,186,078.29 -15.79

营业成本

547,218,399.10 474,652,318.61 15.29

销售费用

9,190,969.13 242,668,154.46 -96.21

管理费用

71,965,882.56 64,981,205.32 10.75

财务费用

26,876,849.49 28,567,382.80 -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403,217.23 90,887,133.24

不可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44,648.99 -18,345,879.40

不可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432,007.23 -92,180,215.03

不可比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度已经对外转让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

司，致本期销售费用同比大幅减少。

(二)�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 �其他披露事项

2014年4月，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收到了中

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432号）。

董事长：高建荣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30日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