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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发股份 6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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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2年末 

总资产 67,431,090,991.88 43,728,167,241.85 54.21 28,964,301,616.7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913,804,256.29 6,382,322,851.55 8.33 6,624,654,692.48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2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32,121,655.76 871,809,077.25 133.09 -609,397,827.20 

营业收入 7,104,302,025.48 7,017,125,542.69 1.24 4,547,332,427.6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6,702,088.06 538,337,740.20 20.13 545,823,587.3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06,070,539.77 504,476,024.73 20.14 519,981,919.0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9.73 8.58 增加1.15个百

分点 

8.3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79 0.66 19.70 0.67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79 0.66 19.70 0.6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2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65,3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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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91 179,055,046 0 质押 76,9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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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

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3 8,469,117 0 未知   

江苏橡树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未知 0.98 8,000,000 0 未知   

谢可平 未知 0.97 7,946,000 0 未知   

张忠刚 未知 0.59 4,809,196 0 未知   

张沐城 未知 0.56 4,560,0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优选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2 4,226,928 0 未知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

司 

未知 0.49 3,995,525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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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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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此形势下，房地产市场由 2013 年度的高速增长阶段

步入全面调整阶段，并呈现出下行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市场出现观望情绪、市场成交降

温、房价回落、库存高位运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5,036 

亿元，同比增长 10.5%；新开工面积 179,59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0.7%；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购置面积 33,38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0%；商品房销售面积 120,64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6%；商品房销售额 76,292 亿元，同比下降 6.3%。针对房地产市场下行的态势，各地政府陆续

取消限购，截止 2014 年末全国 46 个限购城市中仅剩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三亚尚未取消

限购。信贷政策方面也呈现出逐步放松趋势。2014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内容涉及加大对保障房金融支持、支持居民

合理住房贷款需求、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等多项政策。受限购松绑、信贷放宽双重因素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在 2014 年第四季度略有回升，但并未呈现出反转趋势，这表明新常态下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进入成熟和理性的阶段。同时房地产市场差异化更加突出，市场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线

城市房价稳中有涨，但一些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化周期明显拉长，库存压力不断加

大。 

房地产调控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新常态，房地产调控思路也正在发生转变，去行

政化、市场化、微刺激成为 2014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基调，双向调控和分类调控的政策在 2014

年得到有效贯彻，限购松绑、信贷放宽成为 2014 年房地产调控的特点。调控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

房地产市场建立起适应新常态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逐步建立既为房地

产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公司将充分利用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战略转

型升级，实现公司发展的战略性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04 亿元，同比增长 1.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6.47 亿元，同比增长 20.13%；报告期内实现每股收益 0.79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资产 674.31 亿元，比去年末增长 54.21%。 

3.2  2014 年度经营情况回顾 

1、销售业绩再创佳绩 

2014 年度，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激烈的竞争，公司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在做好全国销售统筹



规划的基础上，实行一盘一措施，根据不同区域不同项目的特点，适时制定顺应市场走势的销售

策略、价格策略和具体措施，紧紧把握各种有利的时间节点，加大力度促销，打破常规，主动出

击，以快打慢，抢占先机，有效推动销售逆势而上，突出重围。报告期内，全年实现合同销售金

额近 86 亿元，其中珠海地区（含斗门）销售势头强劲，实现销售超 57 亿元，继续保持龙头地位。 

2、地域扩张迈出新步伐，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提升 

按照年初总体战略部署，公司继续加大项目拓展力度，在巩固珠海大本营优势地位、加大广

州、武汉重点区域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强势挺进一线城市上海。在珠海，通过公开竞拍方式成功

获得十字门商务区会展四路两地块，通过股权收购取得湾仔三旧改造项目的开发主导权；在广州，

相继取得荔湾区芳信路地块、海珠区宝岗大道地块、荔湾区广钢新城地块；在武汉，成功摘取汉

阳区四新地块；在上海，一举夺得张江地块及杨浦地块。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项目土地计容建筑

面积 132 万平方米，土地资源逐步向珠海及重点区域城市聚集，使公司开发项目总体布局进一步

优化提升，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为今后几年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盘活存量资产工作取得新成效，项目开发建设全面加速推进 

按照公司 2014 年度盘活存量资产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公司实行销售和项目快推双管齐下，在

全力推动楼宇销售的同时，加大力度全面推进项目开发建设，缩短项目开发周期，提高项目周转

速度。一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持有项目重新全面梳理，根据年度经营计划和总体销售安排，

制定各项目进度计划；二是成立项目推进工作小组，实行项目责任人制度，并建立考核机制，狠

抓落实，全面把控项目定位、设计、报建、开工、预售和竣工验收各个重要时间节点；三是抓住

重点，分类推进。对一批在建在售项目重点加速推进，对一批新项目迅速展开前期定位、设计、

报建工作，促使项目如期甚至提前开工，提高项目开发效率,对一批开发难度较大的存量项目，及

时调整进度计划，并想方设法破解难题，盘活资产。在各个城市公司和总部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各项目总体进度按计划顺利推进。 

4、商业地产发展跃上新台阶，各项配套产业同步推进 

一是华发商都盛大开业取得圆满成功。华发商都的全面开业运营，开创了华发商业地产品牌，

极大坚定了公司推进商业地产板块发展的信心；运营方面，公司成立了商业经营公司，并按业态

类别设立了华发商都、华发新天地和华商百货三家下属公司，逐步完善整个板块的营运管理机制，

为下一步加快商业地产板块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境外拓展取得新发展，增设澳门公司，与香港公

司实行业务互动，迈开了港澳销售步伐，取得了新的成效。三是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对学校、幼

稚园、会所等配套产业分类处置，为盘活配套资产打下良好基础。 



5、管控优化落地实施取得新进展，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管控取得优异成果。一是召开战略落地暨管控优化成果汇报会，全面推

进战略落地和管控优化实施，结合公司管理现状，对管控模式、组织架构、薪酬绩效体系等进行

了优化完善，出台了投资决策、经营计划、设计、成本、招投标、工程、销售及品牌等一系列管

理制度；对总部组织架构作出优化整合，设立了产品研发中心、投资拓展部和综合服务中心；对

基层员工进行薪酬福利显性化。二是结合战略管理落地全面展开人力资源评价工作，在此基础上

从公司长远发展出发，对部分城市公司的管理层作出了调整安排，进一步充实和加强重点区域城

市的人才力量，为下一步城市公司向区域公司转型夯实基础。三是对下属职能公司业务进行优化

整合，促使各职能公司向市场化运作管理方向迈进。四是继续加大成本管控力度，明确各阶段成

本管理流程和审批权限。五是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和法律风险控制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作用，

及时有效防范了公司内部运营管理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及有效地化解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3.3  2014 年度相关经营数据详见年报全文。 

3.4  2014 年度经营计划 

3.4.1 公司发展战略 

2015 年，公司在战略转型升级取得良好开局的基础上，加大实施战略转型升级力度；区域布

局上，在巩固珠海龙头地位的基础上，加大广州、上海、武汉等重点区域城市的拓展力度，争取

在尚未进入的一线城市实现战略突破，同时对尚未进入的重点二线城市保持密切关注。 

3.4.2 经营计划 

2015 年是公司加快发展战略提升的攻坚之年，公司工作开展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战略

统揽全局，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的原则，深化改革创新，推进战略提升，盘活资产，优化布局，

强化管理，提高效益，促进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1、推动楼宇销售与项目开发齐头并进，加快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1）全力以赴推动楼宇销售。根据公司总体经营计划，科学合理制定整体销售计划，有目标、

讲策略、定举措。善于把握市场形势，敢于转变思路，紧抓销售节点，创新营销手段，多措施并

举、多渠道联动，全力以赴促进销售业绩持续增长，争取 2015 年销售额实现新的突破。一是突出

重点，主攻年内推出市场销售的珠海横琴首府、峰景湾、绿洋湾，广州华发四季、武汉上城和华

发四季一期、上海张江项目、威海九龙湾住宅项目等几大直接拉动销售业绩和产生效益的关键项

目，充分准备，精准发力，力争掀起销售高潮；二是灵活处理在售项目的楼宇销售，加速清空尾

盘；三是制定回款计划，加大力度促进资金回笼；四是继续做好车库销售和二手代理业务。 



（2）加速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根据公司总体经营计划和整体销售计划，制定各个快推项目开

发进度计划，统一部署，把控环节，分类推进，实现快速开发、快速销售、良性周转。一是重点

加速推进上述关键项目，为销售创造充分条件；二是加快推进在售项目，确保按时保质交付使用；

三是加快拟开发储备项目的定位、设计、报建等前期工作。此外，继续推进商业、教育、会所以

及展示中心等长期持有资产的整合盘活力度。 

2、坚持创新融资与严控成本双管齐下，大力优化资金运作，确保运营安全平稳。 

（1）进一步科学优化融资工作。一是全面启动非公开发行资本市场再融资工作；二是做好年

度放贷还贷维护工作；三是优化融资结构，搭建更多融资主体；四是拓宽融资渠道，拓展股权性

融资。 

（2）精细化提高资金管理水平。采取降低融资成本、以需定求控制融资节奏避免资金闲置，

以及加强产品创新等有力举措加强资金管理，主动跟进，分类管理，合理安排项目资金，通过精

细化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制订合理的资金预算考核机制，将资金预算、经营效益考核列入

城市公司考核指标，降低资金闲置率，提升经营利润空间。 

（3）严控成本费用，增收节支，实现降本增效。严格执行成本控制流程和制度体系，全面把

握项目从拿地、定位、设计、招投标和采购各环节成本，继续推行限额设计，通过竞争机制打破

价格壁垒，全面降低开发成本。不断强化预算执行意识，加强财务管理，健全考核机制，同时厉

行节约，严控三项费用支出。 

3、推进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同步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 

（1）逐步推进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一是继续加强巩固珠海区域市场龙头地位，加大广州、

上海、武汉等重点区域城市的拓展力度，促进区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不断优化提升总体布

局，逐步实现城市公司向区域公司的转变，构建珠海（包括斗门）、广州（包括中山、南宁），上

海（包括武汉），沈阳（包括包头、大连和盘锦），威海（包括荣成）为核心的区域布局体系；三

是审慎投资，稳步拓展，密切关注公开土地市场动态，找准时机争取在北京、深圳两个尚未进入

的一线城市取得项目突破，同时对尚未进入的重点二线城市保持密切关注，择机而动。 

(2)加快商业地产板块的发展步伐。一是全面加强华发商都和华发新天地的运营管理，做好财

务制度、招商收租、薪酬体系等各项工作；二是完善商业经营公司的管理职能，组织架构、团队

建设和流程体系，发挥其对整个商业地产板块的统管职能，并不断做实下属三家子公司的运作。 

(3)进一步推动其他配套产业发展。巩固深化全价值链，打造更为多元和健康的产业结构。一

是文传业务要立足珠海，走向全国，向外开拓更大的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文传公司不断



做大做强；二是提升信息化水平，组建互联网公司并进入实体运作，开展华发大数据的研究和应

用，建立信息与交易平台，并以华发横琴首府为试点，打造智慧社区的样板工程；三是继续与集

团各大板块加强协作，推进珠海各城市运营项目，以及威海、沈阳等各项业务的发展；四是拓展

港澳市场的同时，并努力迈出华发国际化业务的实质步伐。 

4、全面推进战略落地及管控优化向纵深开展，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 

一是按照公司发展战略，在进一步优化构建总部组织架构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逐步对各城

市公司和职能公司管理架构进行优化提升，进一步明确总部与下属公司管理职责，建立高效运营

管理体系；二是加快推进产品标准化建设，实施“精品 2.0”战略提升，顺应市场需求，制定不

同定位区间产品的标准化模块，提炼完善产品线的标准化体系；三是继续推行制度建设，按管控

优化的要求不断健全公司各项管理制度，优化审批权限和流程，使内部管理程序化、

制度化；四是全面加强人力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系统管理，不断完善人力资源体系，加大专业技

术人才引进力度，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和绩效考核机制，提升人均产出能力；五是加强内控检查和

风险管控，形成内控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公司经营过程中重大风险的预测和应对，对法律风险事

先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切实维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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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颁布和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对公司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及其影响如下：  

1、 长期股权投资 

本公司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将原成本法核算的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纳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其中：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按照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他权益工具按公允

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影响如下： 

 



被投资单位 
持股 

比例(%)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

资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3024 - -100,000.00 100,000.00 - 

珠海达盛股份有限公司*1 5.00 - - - - 

珠海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2.50 - -250,000.00 250,000.00 - 

珠海市裕发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0.36 - -50,000.00 50,000.00 - 

合计 - - -400,000.00 400,000.00 - 

*1 由于珠海达盛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9 年度经营状况恶化，至今无好转的迹象，本公司已于

1999 年对其投资额 1,440,000.00 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 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原资本公积中归属于其他

综合收益的部分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予以调整，根据列报要求作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并对

年初数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列报，追溯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本公积 2,896,844.91 - 1,950,506.39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461,884.60  

其他综合收益 - 2,896,844.91 - 1,488,621.79 

合计 2,896,844.91 2,896,844.91 1,488,621.79 1,488,621.79 

3、 投资性房地产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对投资性房地

产的后续计量由原来的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由于本公司 2013 年度无投资性房地产，因此

此会计政策的变更对 2013 年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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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6 户，减少 2 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1、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2、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名称 变更原因 

3、广州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4、沈阳华地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5、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6、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7、铧创置业（澳门）一人有限公司 新设 

8、天津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9、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0、上海铧福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11、武汉华发商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12、上海铧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13、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 新设 

14、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15、珠海华发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16、珠海华发新天地商业经营有限公司 新设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

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1、沈阳珠华保障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出售 

2、辽宁华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