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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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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发股份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贵明 阮宏洲 

电话 0756-8282111 0756-8282111 

传真 0756-8281000 0756-8281000 

电子信箱 zqb@cnhuafas.com zqb@cnhuaf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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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79,605,470.11 43,728,167,241.85 2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71,456,763.65 6,382,322,851.5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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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372,379.80 1,021,690,941.60 -177.26 

营业收入 1,996,063,661.02 1,784,563,766.43 1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05,806.78 56,402,533.69 -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102,249.29 57,531,559.50 -19.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00 0.8900 
减少 0.18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69 -18.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69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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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6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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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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91 179,055,046 0 质押 87,931,500 

 

珠海华发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2,068,524 0 质押 6,034,241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12,068,518 0 质押 6,034,259 

 

蔡华波 未知 1.32 10,769,832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中海·浦江

之星 119 号证券投

资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未知 1.21 9,852,546 0  
 

中国工商银行－博

时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10 8,999,751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中海·浦江

之星 118 号证券投

资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未知 0.83 6,815,076 0  
 

张忠刚 未知 0.57 4,631,02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九组合 
未知 0.49 4,000,000 0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

限公司 
未知 0.49 3,995,5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已知第一大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及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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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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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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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他流

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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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宏观经济形势下的房地产现状 

2014 年上半年，在一系列“微刺激”和“稳增长”的政策带动下，国内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升”的特点。房地产调控方面，继年初“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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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的调控基调之后，部分房价松动、市场遇冷的城市

先后出台相关措施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调整措施主要集中在放松限购、购房落户、提高公

积金贷款额度等层面。因此在“分类调控”的总基调下，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差异化和多元化

将成为 2014 年房地产调控的新常态。房地产市场方面，在经历了 2013 年高速增长之后，2014

年上半年出现回落，并呈现出下行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

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80,12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6.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 19.8%；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48,36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7.8%；全国

商品房销售额 31,133 亿元，同比下降 6.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9.2%。房地产市场同比去

年出现高位回落，从整体来看，是房地产市场自身的内生调整需要，是理性回归的正常反应；

从长远来看，将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的发展。 

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的影响，加之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逐步紧缩、对后市悲观预期加剧

的双重作用下，2014 年下半年房地产企业在土地市场上拿地态度将更为谨慎与务实，“去库

存”成为房地产企业面临的主要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6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11.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0.457 亿元，同比上年减少 18.96%；报告期内实现每股收益 0.056 元。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57.796 亿元，比去年末增长 27.56%。 

 

3.2   2014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回顾 

（1）楼宇销售取得良好业绩 

    报告期内，面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成交下滑的形势，公司董事局全力推动楼宇销售，

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以贴近市场、灵活多变、以快打慢的销售策略，在宏观市场低迷的的情

况下，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同销售收入 40.51 亿元，合同销售面积

38.69 万平方米；其中珠海本地（含斗门）实现销售超 28 亿元，继续保持珠海市场龙头地

位；异地城市贡献约 30%的合同销售金额，有力地保证了公司未来业绩的平稳增长。 

（2）区域布局优化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拓展取得新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局按照“珠海为战略大本营，武汉、广州、南宁等一二线城市重点

突破”的战略思想，加大了对广州、武汉等核心城市的市场拓展力度，取得新的成果。报告

期内，公司新增土地面积 12.43 万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46.61万平方米，新增土地储

备全部集中于广州、武汉：其中广州地区新增土地 8.74 万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33.98

万平方米，武汉新增土地 3.69 万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2.63 万平方米。上述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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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区域布局，为公司未来几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3）项目开发建设的推进速度和力度全面加快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盘活存量资产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全面加快推进各项目的开发建设，

制定各项目开发计划，及时把握项目定位、设计、招投标、成本控制、工程技术和质量、安

全生产等各个环节，使项目推进工作清晰有序；在掌握项目动态的前提下，促使项目开发流

程规范化，确保各项目高效、有序、顺利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工面积 68.1 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 40.8 万平方米，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建面积 231.7万平方米。 

（4）商业地产发展步入新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商业地产的拓展力度，全力全速推进珠海市规模最大的城市综合

体—华发商都的建设工作，在扎实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全力推进华发商都各项工程建

设，促使华发商都按照预期隆重试业，并取得圆满成功。华发商都的试业成功，为公司商业

地产发展树立了标杆，并有效带动其他商业项目加快发展，使商业地产作为公司一个重要板

块，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5）战略落地暨管控优化工作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在全面制定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继续聘请战略顾问公司深入展开战略落

地暨管控优化工作，并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对公司管控模式、组织架构、薪酬体系等

方面提出了系统的优化方案，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现代化管控水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报告

期内，上述优化方案正逐步推进落实。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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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以及本部共计 84 家，比上一年度增加 4 家子

公司。4 家子公司均为新设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变更原因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立 10,000,853.53 853.53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立 1,020,271,062.17 -137,100.83 

广州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立 9,995,378.02 -4,621.98 

沈阳华地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立 9,951,770.67 -48,22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