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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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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中珠控股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6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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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总资产

2,640,919,811.10

2,253,680,757.11

17.18

2,095,753,84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30,425,520.03

967,995,261.93

6.45

911,930,92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56,576.76

-48,432,737.82

107.34

-74,795,360.41

790,638,350.29

627,889,303.95

25.92

464,148,86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430,258.10

60,226,006.49

3.65

183,057,41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6,395,011.33

31,809,061.52

108.73

184,687,46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25

6.39

减少 0.14 个百
分点

2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05

0.1645

3.65

0.49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5

0.1645

3.65

0.4998

营业收入

2011 年(末)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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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股东总数

21,8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20,17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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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47.22

172,920,000

172,920,000

质押

未知

3.46

12,68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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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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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2,895,404

2,895,404

未知

温涛

未知

0.55

2,011,300

2,011,300

未知

珠海市瑞智投资有
限公司

未知

0.48

1,767,900

1,767,900

未知

叶松林

未知

0.44

1,623,998

1,623,998

未知

周建红

未知

0.43

1,590,349

1,590,349

未知

刘志峰

未知

0.42

1,541,549

1,541,549

未知

瞿元庆

未知

0.38

1,400,000

1,40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3

172,920,000

5,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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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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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形势总体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
然突出，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思路稳步发展。房地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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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房地产调控政策、信贷政策和限购政策，明确房地产调控“有保有压”的原则，稳
定市场预期，同时以加强保障房建设和管理为主，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调控重心由抑制房价、
抑制需求，转向加大保障房建设，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医药方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正式挂牌、药品管理法进行修订等一系列事件拉开了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序幕，在改
革的大背景下医药行业发展既面临一定的困境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矿业方面：国家
不断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管，淘汰落后产能，调控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矿
业发展模式将受到很大制约。
面对复杂的发展形势，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坚持推进企业战
略调整。房地产方面，做好项目合理规划，充分利用刚性需求是市场主流的特点，优先推进
以 70--90 平为主的小户型住宅建设，积极地提升公司产品在刚需市场的竞争力；医药方面，
尽快按国家要求完成 GMP 改造和验收工作，加大新品的研发、合作与开发，加强销售队伍
的力量，同时不断寻找合适的医药项目，稳步发展医药业务；矿业方面，结合公司与外部环
境因素，积极推进鸿润丰煤业公司的产能升级改造工作，尽早完成达标验收，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与法院保持有效沟通，推动隆林捷尧金矿公司诉讼事项的判决工作，让公司权益得
到保证。
在做好产品与市场的同时，公司贯彻以金融的思维做发展，一方面，通过开拓多种融资
渠道满足因公司快速发展资金需求，并不断地优化多种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的配置，促进融
资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公司全面启动非公开发行工作，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拟募集 13 亿元投入中珠上郡花园（三期、四期）项目、
收购潜江中珠的全部股权、潜江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目前正在等待证
监会核准。公司冀望通过在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与突破，为公司配置具有长效性的资本驱动，
并通过资本市场的助力，早日实现公司新的跨越式发展。
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5.92％；实现利润总额 7764.98 万
元，比上年增加 3.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243.03 万元，比上年增加 3.65%。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6.4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1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10.3 亿元，比上年增加 6.45%。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顺应市场变化，继续推进公司战略转型，主动
调整房地产业务，稳步发展医药业。合理规划房地产项目，统筹整合资源，遵照集约、高效
原则，对企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追求系统效益的最大化。
2、加强管理，提高利润水平，以优良的业绩、持续的增长、丰厚的回报给广大投资者以信
心，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3、根据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综合考虑自身资本结构、盈利能力、
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优化自身资产结构，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4、适时启动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通过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拟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893 万股（含 15,893 万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13 亿元，目前
正等待证监会核准。5、建立符合中珠价值观的人才培养体系，以价值观认同为准绳选用、
培养人才，通过分层级培训、集中宣导和工作中的理念传递，努力打造拥有统一价值观和文
化的精英团队。6、建立与组织核心价值观一致的绩效激励体系，完善绩效考评机制与考评
手段，明确考评体系的导向性，提升激励机制的准确性、有效性。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营业收入

本期数
790,638,3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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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数
627,889,303.95

变动比例（%）
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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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641,316,096.72

531,267,667.09

20.71

销售费用

26,186,032.77

27,058,007.78

-3.22

管理费用

29,196,515.01

29,192,444.80

0.01

财务费用

29,486,725.52

28,675,839.72

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6,576.76

-48,432,737.82

107.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48,657.40

-62,164,993.68

4.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445,018.67

180,568,544.32

-26.10

5,297,504.68

6,844,589.22

-22.60

研发支出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营业收入本期为 79,063.84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 62,788.93 万元增加 16,274.91 万元，增幅
25.92%，主要系房地产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3、
(1)

成本
成本分析表
单位:万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
金额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开发成本

32,259.34

50.31

22,687.56

42.7

42.19

制药及其他
行业

生产成本

31,872.27

49.47

30,424.33

57.3

4.76

4、 费用
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4074.63 万元，同比上期 2423.74 增长 68%，主要系房地产销售收入
增长所致。
5、
(1)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5,297,504.68

研发支出合计

5,297,504.68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0.45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6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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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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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理念，"潜江制药"致力于眼科用药的生产与研发，是国家唯一医药眼科用药生产基地。
矿业方面，是公司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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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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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目前房地产、医药、矿业受国家各项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经济形势总体朝好的方向发
展，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展望 2014 年，房地产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改革将进
一步推进，房产税等相关长效机制有望逐步确立，虽然市场化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以加强保障房建设和管理为主，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调控重心由抑制房价、抑
制需求，转向加大保障房建设，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已经明确，目前房价已出现分化现象，一
线城市和部分房价涨幅较快的二线城市在面临无法完成年初房价控制目标的情况下进一步
收紧调控政策，而三四线城市则对限购政策有所放松，在整体城市房价仍然上涨的背景下，
难以期待限购限贷政策的放松，现有的行政化调控手段很难在短期内退出。中长期来看，不
动产登记、财产公示等制度出台，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进一步扩大，将进一步促进长效机制
的建立和完善。
医药产业仍然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发展前景的高技术产业之一，也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
的朝阳产业之一，而技术创新、新品研发一直都是全球医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专利药将继
续引领全球药品市场。在我国，医药产业竞争激烈，以价格战为主导，仿制药为主流，跨国
制药企业加快在中国的市场布局，凭借专利技术、品牌优势，使国内制药企业面临严峻的挑
战。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药品管理法进行修订等一系列事件拉开了
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序幕，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
新技术和新诊疗手段的应用，我国医疗卫生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列为
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我国医药产业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医药产业必将朝着创新和高品质的方向发展。
(二) 公司发展战略
2014 年，公司将继续顺应市场变化，推进公司战略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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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房地产项目，统筹整合资源，遵照集
约、高效原则，对企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追求系统效益
的最大化。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创新"对医药企业发展的主导作用，推动科技创新，重点抓
好新药研发攻关，以科技创新推动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从产权关系、组织体
系、生产要素等方面入手，对矿业企业进行整合。在困难中寻找机遇，为下一步的可持续发
展打好基础。
(三) 经营计划
2014 年，公司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围绕科学发展主题，深
入推进公司战略转型思路，持续提升管控水平、加快人才强企、深化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进
一步推动企业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1、以市场为导向，统筹协调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全面做好项目投资定位、产品研发、规划设计和技术管理各项工作；制
定项目经营计划，合理规划房地产项目，统筹整合资源，遵照集约、高效原则，对企业的资

6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技术、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加强前瞻性统筹协调管理力度。
2、强化内部控制，推行精细化管理
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促进要素优化组合，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投资
管理原则，严格控制资金流向，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高度重视经营风险防范，重
大投融资、合资合作、对外担保、资产处置等经营活动，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确保投资安
全和投资收益。目标管理，言必行，行必果；数字管理，精耕细作，数据管控；制度管理，
例会制度，过程管控，全力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创效能力。
3、借助金融发展思路，促使公司平稳发展
通过开拓多种融资渠道满足因公司快速发展资金需求，并不断地优化多种融资方式与融
资渠道的配置，促进融资成本的下降；全面启动非公开发行工作，积极协调报备资料，目前
需等待证监会核准；公司通过在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与突破，为公司配置具有长效性的资本
驱动，并通过资本市场的助力，早日实现公司新的跨越式的发展。
4、以价值观为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
建立符合中珠价值观的人才培养体系，实施精英人才梯队培训体系，以价值观认同为准
绳选用、培养人才，通过分层级培训、集中宣导和工作中的理念传递，努力打造拥有统一价
值观和文化的精英团队，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5、积极履行职责，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以提高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合理规划公司发展方
向，贯彻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更好地回
报投资者。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3 年，公司收购的多个项目还处于投入期，资金需求较大，为完成 2014 年度的经营
计划和工作目标，拟通过自有资金、销售资金回笼、商业银行贷款及资本市场融资等途径和
方式来解决；同时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事项的上报核准工作，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公司新的
跨越式发展。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在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下，行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产业业结构调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都将对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目标产生一定影响。房地产在国家政策调控下，整个行业将继续
调整和分化；医药行业在行业标准提高和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市场的供给与需
求也在不断变化，而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造成医药企业发展的波动，使得企业生产面临一定
的经营风险；矿业受宏观政策调控，环保、安全及外围经济影响，将直接影响矿业正常经营
活动和未来收益。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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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4 家，原因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公司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公司
于 2013 年 3 月成立全资子公司湖北健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广晟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收购深圳市广晟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盛嘉置业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中珠建材于 2013 年 12 月投资收购珠海市盛嘉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参股公司郴州高视伟业公司 2%股权的
议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珠红旗于 2013 年 12 月投资收购郴州高视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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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股权。由于之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珠红旗持有郴州高视伟业公司 49%股权，本次收
购完成后，中珠红旗持有郴州高视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2 家，原因为：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中潜房产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潜江广晟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
司持有湖北中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100%的股权以 4,083.02 万元转让给潜江广晟贸易有
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湖北中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2012 年 11 月 29 日，由于王文孟未能实现合同相关约定，公司要求解除与王文孟签订的《股
权转让合同书》及《生产管理目标合同》，将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从叶继革变更为王文孟。2013 年 1 月公司将派驻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员撤回，不再参与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因此，从 2013 年 1 月起，
公司已不再对隆林捷尧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控制，本期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叶继革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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