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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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江控股 600162 山东临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舒剑刚 

电话 020-34821006 

传真 020-34821008 

电子信箱 shujiangang@hk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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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2年末 

总资产 13,773,840,939.92 13,310,120,921.41 3.48 12,496,505,298.0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08,584,306.51 1,613,711,227.33 12.08 1,447,954,325.08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 2012年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9,458,469.43 -452,795,264.64   1,562,062,956.82 

营业收入 4,407,408,455.54 2,919,744,791.63 50.95 2,689,513,165.1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6,183,335.42 192,433,192.04 33.13 30,690,972.0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5,715,101.79 166,585,429.09 59.51 17,179,509.17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4.97 12.57 增加2.4个百分点 2.15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334 0.251 33.07 0.0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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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56,6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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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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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2.89 406,115,339 0 质押 381,000,000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0.38 2,918,572 0 未知   

李平辉 未知 0.33 2,540,500 0 未知   

荣南南 未知 0.26 2,022,977 0 未知   

宁波弘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未知 0.25 1,900,000 0 未知   



赵喜臣 未知 0.20 1,545,888 0 未知   

于宝忠 未知 0.18 1,389,332 0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未知 0.18 1,347,400 0 未知   

朱金国 未知 0.17 1,295,021 0 未知   

张祖艳 未知 0.17 1,285,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涉及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优先股情况事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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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1、商贸物流平台的建设和运营 

为积极响应政府“十二五”科学规划发展大商贸、大流通的现代服务业和低碳经济的号召，

公司在商贸物流平台建设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公司以国家确定的九大综合物流区域为依托，建

设家居商贸物流平台。目前，公司已在成都、香河、南京湾及长沙共四个点建立起了商贸物流平

台，公司将逐步加大在此业态的投资力度。2014 年商贸物流方面共计实现销售面积约 12 万平方

米、销售金额约 10 亿元。 

2、房地产业务稳定发展 

公司以打造生态自然高端环境形象社区的“锦绣香江”为品牌，开发环境优美、配套完善以

及优良物业管理的高品质产品，形成地产、建筑、教育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发展格局。 

2014 年番禺锦江、增城翡翠绿洲、恩平锦绣香江 、连云港锦绣香江、武汉锦绣香江、株洲锦

绣香江、成都香江紫钻及南京湾等项目都有住宅项目推售，2014 年公司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约 17 亿元。 

3、物业管理方面 

2014 年物业管理方面实现营业收入约 2.4 亿元。物业管理与运营方面，通过评估项目经营现

状和发展潜力，盘活部分闲置物业，提升物业租金，同时退出临沂等仅提供单纯基础性物业管理

且营运时间较长、后续需要投入大额维护成本的项目。目前公司物业在管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

自持物业面积超过 33 万平方米。 

4、教育产业方面 

2014 年，在董事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校董会的正确领导下，教育产业旗下各类学校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赢得了良好的品牌声誉。目前各学校不仅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配套资源，为项

目销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经过多年自身办学模式探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香江中学巩固了广州东部民办学校的领先地位，本届初三毕业班中考平均分名列增城市第一

名，本届高三 AP 班毕业生 68%被美国综合排名前 50 名的大学录取，100%进入美国综合排名前 100

名的大学；番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虽然办学仅一年，但在 2014 年参加越秀区的期末统考就取得了

区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翡翠小学 2014 年正式开办，顺利完成首届招生，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为翡翠绿洲项目业主提供了十五年一贯制的教育条件。此外，番禺锦江项目三家幼儿园各

具特色，稳步发展。 

2014 年管理工作回顾： 

2014 年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团结全体员工，按照年初确定的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拼搏进取，取得了较好成绩，具体如下: 

1、项目管理工作 

全面推行项目管理和总部服务前置工作，坚持“总部服务项目，项目服务营销，营销服务股

东利润和销售回款”的协同文化，落实总部和项目周沟通机制，通过现场和视频沟通等方式，及

时解决项目汇报的事项，提高了决策效率。 

2、设计管理工作 

在完成常规设计任务的同时，2014年重点在四个方面做了提升和完善：一是有效落实了设计

前置的工作要求，拿地前开展设计工作，拿地后立即开展报建及建设工作，为项目缩短开发周期

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改善了设计研发部与项目公司、总部各专业的沟通，缩短了设计、开发、工

程问题的时效，并通过加强计划管理，有效地提升了设计计划完成率；三是严格执行限额设计和



推进设计成本优化工作，通过设计优化节省成本，并已取得了良好成效。 

3、成本管理工作 

重新调整和优化了团队，通过完善成本工作流程，加强计划管理和落实项目公司、总部成本

部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实现了成本工作纵向系统管理。改进了外围业务管理，建立起咨询单位的

工作质量、工作进度、配合意识与咨询费用挂钩工作机制，效率、质量有跨越式的提高。 

4、其他职能管理工作的成绩： 

（1）人力资源工作：及时调整招聘策略，拓宽招聘渠道,尽最大努力满足项目不同发展阶段

对人员的需求。推行 “小部门、大项目”，整合总部和项目职能，将部分骨干管理人员下沉到项

目一线，充实了项目力量，提高了效率。绩效考核的时效性、针对性也有了一定提升。 

（2）行政管理工作：积极推行办公管理统一化，认真落实总部行政部对全系统各单位的车辆

保险、财产保险、办公用品采购的统购工作；配合其他部门的业务工作，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同

时，有效控制行政成本。 

（3）信息技术管理工作：立足业务需求，以 ERP 系统运营维护为工作重点，进行了持续性的

开发建设，成本合同结算功能、成本签证变更功能等新模块先后上线；销售系统管理功能进行深

度优化，达到了预期的工作目标。 

（4）法律监察工作：落实事前、事中、事后法律风险控制机制，积极参与公司投融资、招投

标、合同谈判等工作，代表公司处理各类诉讼和仲裁案件，维护了公司利益，尤其在一系列突发

事件处理过程中发挥了专业作用。 

（5）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工作：会计核算方面，2014 年我们强化了会计基础规范化，夯实

了会计核算基础，保证了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及时性；积极落实全面预算管理要求，做

到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参与项目处置的测算和谈判工作，为公司科学决策提供了依

据。 

（6）审计内控工作：对外按计划完成了年度内控自查报告等系列外部合规性管理工作。对内

加强了内部工程、成本、营销等业务审计，完成工程款支付、CBD 项目营销费用、工程采购及招

投标等专项审计，推动各责任单位积极落实公司既定政策要求。 

 

2015 年香江控股工作计划 

2015 年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宏观政策、供求关系、行业竞争格局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去库存、快周转、稳健开发将是 2015年公司的重要主题。通过转型和创新适应行业新常

态是新一年公司的主要策略，具体提出以下工作重点思路和措施： 

1、商贸物流平台建设和运营方面 

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关键是建立专业化的运营团队。高度重视产品定位，项目产品设计必需

切合市场需求。坚持招商和运营管理团队提前介入，准确定位，推动设计工作与产品的匹配，减

少因此而带来不必要的时间和成本的浪费。重视商业生态圈，充分考虑配套设施的建设，必须同

步建设仓储物流配送、餐饮、娱乐等市场发展所必须的商业配套，保障后期开业后能及时进入良

性发展轨道 。 

2、拓展和项目处置方面 

坚持区域聚焦和城市深耕的思路，继续在珠三角和已有项目的省会城市寻找新的机会。2015

年尤其重点关注广州、珠海、深圳、长沙等城市。在科学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拓展项目，对政府政

策优惠支持的商贸物流基地等项目要继续重点跟进。对于剩余既定优化退出的项目，要加快完成

资产处置。 

3、物业管理方面 

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物业管理要向酒店物业管理要求、服务标准看齐，在小区形象、服务形

象等方面进行专项提升，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在总部的统一规划下，建立统一的物管信息平台，并嵌入到客户关系管理平台。适时

引入 APP 业主社区服务移动客户端，提升为业主服务的手段和路径。 

二是要学习同行加强物业管理各项服务内容，做好社区活动和宣传，拉近与业主的距离。同

时，借助好的口碑，不断扩展物业管理的各项增值服务。 

三是借鉴先进物业管理经验，引入第三方业主满意度调查专业公司形成一个独立、公正的评

价结果，引导各项目负责人“以客户为关注焦点”，对照问题找差距，向标杆企业靠拢。借鉴

ISO9000 内审经验，定期对各项目物业管理服务进行交叉巡查，一方面巡查促进项目问题改进，

一方面提供经验分享。 

4、项目专业管理方面 

（1）在 2014 年的基础上强调专业服务和管理前置。针对长沙、横琴等异地项目、重点项目

推广“项目+总部驻场”的工作机制。“项目+总部驻场人员”共同开展某个阶段的工作，有助于整

合公司力量快速推进阶段性重点工作，实践证明是提高项目效率的有效方法。 

（2）设计管理方面要加强项目前期策划与调研，特别是要加强与营销、运营部门的沟通，减

少设计工作源头的盲目性。要完善设计单位考察评审机制，更新设计单位资源，提升设计单位质

量。提升方案研发能力，为公司提供合理、优质的设计方案。根据公司政策要求，2015 年重点推

进商贸物流产品和商业综合体产品标准化设计工作。 

（3）成本工作，提高造价编制和复核水平的同时，从规范材料验收、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

收、合同外造价增加等方面着手，力争 2015 年在动态成本的管理方面重点突破。 

（4）采招工作，继续推进和落实资源库建设，大力发展战略合作单位，力求主要分包工程都

有 5 个以上备选单位，主要材料品牌也至少有 5 个备选，避免集中使用同一品牌和依赖某一个供

应商带来的风险。 

（5）工程管理要在针对在建项目推进常规的进度、质量、安全文明监控工作的同时，重点在

样板施工机制方面要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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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变更原因及情况简述 

2014 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等八项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

司 201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性质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国家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2）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①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

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

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014 年财政部陆续发布了新增或修订的八项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 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

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公允

价值的定义也进行了同步修订, 上述新增或修订的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公司一

并执行。 

③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受此影响公司 2013 年期末合并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18,350,000

元、长期股权投 资 减 少 18,350,000 元 ,合并报表的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总

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数据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务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5、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的调整，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

务信息调整。 

6、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董事长：翟美卿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 年 4 月 11 日 

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年初余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8,35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1,419,550.39 13,069,550.39 

资产总计 13,310,120,921.41 13,310,120,92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