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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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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 股票代码 6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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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龙 殷勇 

电话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传真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电子信箱 dfjt@orientgroup.com.cn dfjt@orient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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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9,851,354.99 16,939,247,649.05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58,437,743.98 8,422,273,777.52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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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06,463.94 110,933,688.77 232.91

营业收入 3,032,483,652.38 4,225,622,148.86 -2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534,218.33 526,860,278.20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5,656,527.39 514,811,270.77 -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6.88 
减少 1.39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65 0.3161 -9.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65 0.3161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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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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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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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98 466,346,232 质押 455,300,000 

肖洪林 未知 1.06 17,700,557   

张宏伟 
境内自然

人 
0.52 8,691,57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未知 0.48 7,999,981   

陈锦亮 未知 0.45 7,444,601   
陈惠娟 未知 0.34 5,585,292   
苏辉南 未知 0.31 5,158,539   
张自鸿 未知 0.30 5,017,899   
鲍科帆 未知 0.30 4,994,324   
叶亚君 未知 0.23 3,895,1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公司的母公司，张宏伟为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 

2、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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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2 亿元，同比减少 28.24%；实现营业利润 4.44 亿元，同比

减少 15.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 亿元，同比减少 9.36%；实现基本每

股收益 0.29 元/股，同比减少 9.36%。 

1、现代农业产业 

报告期，受粮食下游市场需求和公司调整业务结构的影响，公司现代农业板块粮食贸易

量有所下降。报告期，农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0.32 亿元，同比减少 28.05%；实现净利润

107.89 万元，同比减少 95.50%；其中小包装米实现营业收入 0.98 亿元，同比增长 17.35%。 

（1）稻谷产业方面 

报告期，东方粮仓下辖肇源园区二期项目完成项目规划、报审；方正园区米糠项目完成

项目评审、设备厂家考察及招标投标工作；五常农业示范区上半年开展了智能浸种催芽、大

棚育苗工作，完成了 1.2 万亩流转土地的平整改造及水稻种植工作。 

（2）原粮贸易及储备物流方面 

报告期，受宏观经济、国家政策及下游粮食加工企业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东方粮仓原

粮贸易板块业务收入有所下滑。针对上述情况，东方粮仓下半年将通过开展产区和港口自主

购销等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份额。 

（3）营销工作方面 

报告期，公司稳步推进小包装米的品牌推广和产品营销工作。东方粮仓商业有限公司共

开发新经销商 23 家，渠道覆盖城市 27 个，完成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台升级 8 个。2014

年 4 月至 7 月，东方粮仓相继参加了 2014 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展览会、2014

第十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多个展销会，推出新一代东方香米 2.0 产品。

2014 年 5 月，东方粮仓电子商务项目正式启动。 

2、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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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民生银行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在民生银行董事会

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高端客户银行"三大战略定位，

紧密围绕"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的经营目标，按照年初制定的"稳增长、调结构、抓机遇、

控风险、搭平台、提效益"的工作思路，聚焦战略转型，强化风险控制，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民生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55.70 亿元，同比增长 11.44%。 

报告期，民族证券业务实现稳定增长。2014 年 8 月，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完成重组，

由方正证券发行股份购买民族证券全部资产，本次重组已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完成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我公司已成为方正证券股东，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持有方正证券 9955.87 万股。

经初步测算，我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转为方正证券股权预计对公司 2014 年度利润总额

将产生重大积极的影响，该影响将计入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具体的影响数额应以公

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的数额为准（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发布的《重要事项提示性

公告》）。 

3、港口交通业 

报告期，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激烈的港口竞争环境，锦州港围绕第八届董事会年

初确定的经营计划指标，继续加大市场开发及货源承揽力度，提高管理水平和作业效率，继

续创新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做大做强港口辅业板块，努力实现转型升级。在全港员工的一

致努力下，港口生产、建设、管理等各项指标基本完成预期目标，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实现大

幅增长，为全年任务的完成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期内，锦州港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2.18 亿

元，同比增长 61.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 亿元，同比增长 66.09%；实

现每股基本收益 0.065 元，同比增长 27.45%。 

4、城镇化开发产业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我公司与国开金融（国家开发银行下设的投资机构）

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企业，2013 年末，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

国开东方部分股权。国开东方积极推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综合性大型项目的拓展，报告期，

重点项目东方美高美国际大酒店和青龙湖滨湖酒店完成整体竣工并投入运营。2014 年 6 月，

第 75 届世界种子大会在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圆满举行。 

5、信息产业 

2011 年 8 月，公司与大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目前

公司持股该公司 49%的股权，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网络信息安全公司基于国产算法（SM），开发或获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芯片和

支付终端，目标是构建可持续运营的"支付安全平台"。经过近三年的发展，网络信息安全公

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并相继获得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定的生产

定点单位、销售许可单位及国家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 

报告期，网络信息安全公司加大推进网络电子身份标识技术研发及业务开展力度，与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签署了 eID（即电子身份证）交易保护平台合作框架协议。网络信息安全公

司结合 O2O 电子商务模式自主研发了具有东方特色的 O2O 自助终端机具，并与民生银行金

融社区便利店联合开展多次"服务社区百姓，倡导绿色生活"的主题社区活动，为打造 O2O

电子商务平台的线上业务运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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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483,652.38 4,225,622,148.86 -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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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2,948,126,369.08 4,059,400,370.40 -27.38 

销售费用 17,250,680.98 44,345,753.94 -61.10 

管理费用 164,807,478.08 82,574,249.53 99.59 

财务费用 234,997,104.91 211,707,063.20 1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306,463.94 110,933,688.77 232.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177,311.04 -761,656,011.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970,733.90 545,577,477.1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8.24%，主要为粮油行业市场低迷，东方粮仓

销售规模相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27.38%，主要为粮油行业市场低迷，东方粮仓

销售规模相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61.10%，主要为东方粮仓销售规模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99.59%，主要系合并报表发生变化，即与上年

同期相比本期纳入大成饭店，无形资产摊销增加所致。 

 

2、  其它 

(1)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4 年全年预计实现经营收入 80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16 亿元。 

报告期，受粮食下游市场和自身调整业务结构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2 亿元，

完成全年计划的 37.9%；金融和港口交通项目的业绩稳步增长，保证了公司的利润来源，公

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77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52.07%。 

下半年，公司在强化专业管理、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一方面力争公司的营业收入完成计

划指标，另一方面将重点加强品牌米的销售推广力度，力争公司各业务板块完成 2014 年经

营计划指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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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粮油购销 3,031,471,678.18 2,948,079,583.08 2.75 -27.92 -27.06 
减少 1.14

个百分点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以集团多元化为总体发展战略，目前投资的业务范围涉及现代农业、银行、证券、

港口交通等多个领域，通过抢占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逐

步形成稀缺的、不可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1、资源的优势  

农业产业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东北粮食大省的资源优势及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地理优

势，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了种子培育、种植基地和高科技示范园、

精深加工园区、农业科研、产品营销、仓储物流一体化的具有东方独特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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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2012 年获得"中国十佳粮油集团"荣誉称号。2013 年，为加大公司在农业领域资源的

掌控优势，公司在黑龙江水稻主产区五常地区进行了一期土地流转，目前已流转核心主产区

12000 亩农田，同时，公司计划在五常、方正、肇源等黑龙江粮食主产区进一步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掌控资源优势。 

港口交通业务方面，锦州港地处环渤海，具备一定的地理优势，并拥有丰富的粮食、油

品、煤炭等货源优势。在油品货源上，锦州港紧密依托腹地中石油锦州、锦西两大炼厂优势，

积极利用现有罐区资源和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的有力契机，打造成中国北方油品装卸

大港和物流仓储基地。在粮食货源上，锦州港连续 10 余年稳居中国内贸粮中转第一大港地

位，并与全国大中型粮食企业和国际粮商相继开展合作，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动产融资

业务，并逐步整合上下游资源，锦州港已逐步构筑起涵盖港口、银行、贸易商、船公司、南

方饲料企业等几乎所有中转环节的链式物流产业链。在煤炭货源上，锦州港是我国最大的褐

煤中转港，借助自身优越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将继续巩固其做为蒙东地区及蒙古国资源重

要出海口战略地位。  

2、产业结构的优势 

公司通过多元化投资，目前已在现代农业、银行、证券、港口交通等行业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和实力。公司将通过搭建专业投资平台，明晰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致力于在所涉足的

各行业之间实现互联、互补、互动的协同效益。互联是指各产业关系间已构建起互相联系并

互相支持的完整的网络系统；互补是指各产业业务关系优势互补，在公司内自成体系；互动

是指各产业间虽各有分工，但在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统一规划下，以公司每一时期重点工作

为主线良性互动，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发挥各产业板块的协同效应，从而使整体综合效益倍

增。 

3、管理的优势  

公司通过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步伐，逐步完善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了集团经营业绩和投资收益

的显著提升。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拥有了一定规模并富有

竞争力的经营管理队伍。公司重视人才培养，广招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有效提高了各级管

理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公司已建立了适合公司实际状况、较为完善的考评及激励机制，

为提高经营效率，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0190 锦州港 254,351,725.04 15.39 15.39 909,211,158.01 20,179,257.81 855,589.13 

长 期

股 权

投资 

购买 

600016 民生银行 186,199,875.37 3.13 3.13 7,065,912,786.53 800,341,000.00 54,368,100.00 

长 期

股 权

投资 

购买 

合计 440,551,600.41 / / 7,975,123,944.54 820,520,257.81 55,223,689.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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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民生银行 186,199,875.37 3.13 3.13 7,065,912,786.53 800,341,000.00 54,368,100.00 
长 期 股

权投资 
购买 

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209,500,000.00 4.67 4.67 151,500,416.07  

长 期 股

权投资 
购买 

东方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00  30.00 315,118,500.51 3,629,211.20  

长 期 股

权投资 
增资 

合计 695,699,875.37 / / 7,532,531,703.11 803,970,211.20 54,368,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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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主要的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本期末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本期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港口作业 200,229.15 1,170,433.74 572,016.05 121,837.85  13,111.9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 3,404,000.00 357,145,100.00 22,219,900.00 6,512,900.00 2,557,000.00 

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本期末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本期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东方粮仓有限公司 粮油购销 90,000.00 501,707.40 89,953.46   303,198.37   107.89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305,000.00 435,138.34 297,333.80 0  -6,860.75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20,002.00 20,007.31 19,967.31 0    -34.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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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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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直接控制子公司 1 家，二级子公司 1 家，三级子公司 1 家。 

2、 本年减少纳入合并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1 家，四级子公司 1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