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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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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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洋电机 股票代码

0022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杰明 肖亮满

电话

0760-88555306 0760-88555306

传真

0760-88559031 0760-88559031

电子信箱

bear@broad-ocean.com xiaoliangman@broad-oce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269,192,135.17 1,741,855,434.91 3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36,766,935.22 104,444,563.48 3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30,939,477.99 118,447,827.26 1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13,876,134.08 376,584,547.74 -43.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5 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4.13% 1.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5,795,084,445.99 4,584,567,012.38 2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579,613,268.86 2,619,410,845.37 -1.5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03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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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鲁楚平 境内自然人

33.85% 242,410,016 181,807,512

鲁三平 境内自然人

12.05% 86,292,000 0

徐海明 境内自然人

10.07% 72,135,000 54,101,250

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2% 48,090,000 35,955,000

彭惠 境内自然人

3.36% 24,045,000 18,033,75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4% 16,772,91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6% 16,159,728 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4% 14,577,961 0

熊杰明 境内自然人

1.34% 9,618,000 7,213,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30% 9,314,0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鲁楚平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鲁楚平与彭惠是夫妻关系

；

鲁楚平与鲁三平

是兄弟关系

，

熊杰明系彭惠之妹的配偶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增长，欧债危机影响逐步减弱，中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城镇就业继续扩大，结构调整稳中有

进，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势头良好。尽管如此，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

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面对上述经济形势，公司一方面

不断改进技术，精益求精，加快自动化、智能化的产业化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将公司生产成本降至最低，实

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资产并购开展外延式扩张，促进产业升级，实现资源优化，同时对公司发展战

略进行了调整，积极响应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大力拓展新领域，加快进入并开拓新能源车辆动力总成系统、

车辆旋转电器市场，发展新客户，不断技术创新，利用公司的研发优势及产品的高质量、高性价比，实现市

场份额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实现收入及利润的较快增长，其中实现营业收入226,919.21万元，营业

利润17,887.13万元，利润总额19,427.09万元，净利润15,862.98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676.6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增长30.27%，41.80%，43.45%，43.02%，30.95%。

（二）2014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的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政府加大力度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先后两次调研新能源汽车

产业， 表明了中央高层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5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提出，发展新能源

汽车是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陆续出台了各项政策，扶持新能

源汽车产业。上述种种因素，形成了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在国内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据统计，今年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20477辆（包括乘用车、工程车等），同比增长2.2倍，上半年的销量已超过去年全年

销量。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在新能源车辆动力总成系统的研发投入，成功完成了控制器控制系统的技术升级

换代，推出了新的平台；公司产品已覆盖了12m、10.5m、8.5m、6.5m的客车，且成功开发直驱、带变速箱的产

品；同时，公司积极开展客车市场开发工作，除维护巩固与老客户福田汽车的合作关系外，中通、恒通、南京

金龙、青年汽车、宇通、扬子江等一批优质客户的开发工作均有所进展。目前该业务的销售额占公司整体业

绩的比例仍然较小。预计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该业务板块的销售收入将会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

（三）2014年上半年公司车辆旋转电器业务的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北京佩特来收购项目，于2014年1月6日正式签署《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1月24日完成交割，成功收购北京佩特来累计57%的股权，同时获得百年国际品

牌--“佩特来”的使用权，使得车辆旋转电器业务成为公司第二大收入来源。2014年上半年，公司着力于整

合芜湖杰诺瑞和北京佩特来在其领域的优势，促进两者间的资源互补，发挥其协同效应，打造具有竞争优

势的车辆旋转电器供应及服务平台。报告期内芜湖杰诺瑞与北京佩特来加强技术交流，并努力填补双方市

场空白，共同开发新的产品，该项工作已初步取得良好进展，未来将进一步增厚公司业绩。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1月24日收购北京佩特来完成后，将其并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楚平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4-04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9：0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召集

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陈昭先生和肖永平先生因在国外出差不能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特分别委托独立董事栾京亮先生和黄苏融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

载在2014年8月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

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201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5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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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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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比亚迪

（

A

股

）、

比亚迪股份

（

H

股

）

股票代码

002594

、

012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公司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经胜 李黔 程燕

、

张燕

电话

（

+86

）

755-8988 8888

（

+86

）

755-8988 8888

（

+86

）

755-8988 8888

传真

（

+86

）

755-8420 2222

（

+86

）

755-8420 2222

（

+86

）

755-8420 2222

电子信箱

db@byd.com db@byd.com db@by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26,715,706,000.00 26,040,933,000.00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60,691,000.00 426,938,000.00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3,466,000.00 132,395,000.00 -2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3,669,000.00 2,301,338,000.00 -123.6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0.18 -15.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2.00%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86,679,495,000.00 78,014,833,000.00 1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5,336,009,000.00 21,709,764,000.00 16.7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399

（

其中

，

A

股股东为

28,222

户

，

H

股股东为

177

户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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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7.82% 688,922,756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23.05% 570,642,580 427,981,935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9.66% 239,228,620 179,421,465

质押

65,000,000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境外法人

9.09% 225,000,0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7% 162,581,860 121,936,395

质押

118,060,000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4.81% 118,977,060 89,232,795

质押

4,970,000

杨龙忠 境内自然人

2.03% 50,352,505

毛德和 境内自然人

1.09% 26,922,300 26,922,300

王念强 境内自然人

0.77% 19,049,740 14,287,305

质押

8,81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

长城内需增长贰号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2% 12,800,7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吕向阳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表兄

，

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

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5%

和

10.5%

的股权

；

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分析及回顾

汽车业务

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仍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速同比有所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7.4%。受宏观经济及去年同期基数较大的影响，中国汽车市场增速同比也有所下滑。回顾上半年，国内汽

车总销量为1,168.35万辆，同比增长约8.4%。其中，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简称「SUV」）需求增长较快，销量

同比上升37.1%至182.34万辆，推动乘用车销量按年同比增长11.2%至963.38万辆。受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节

能车补贴政策变化影响，自主品牌的价格及销量受压，其销量仅微升1.8%至363.03万辆，低于行业整体增速

水平。

为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2014年上半年，中央政

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2014年2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在原补贴标准基础上调新能源汽

车补贴标准并明确2015年政策到期后将继续补贴；2014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加大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力度。201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

长期稳定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联

合四部委发布《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加速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

车。同时，7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4年9月1日到2017年年底免征新

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另一方面，国家电网亦于今年5月宣布将全面放开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市场，引入社

会资本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新能源汽车

产品的丰富及日趋完善，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全行业产销量均同比增长超过两

倍至20,692辆及20,477辆。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根据全球权威市场研究机构IDC统计，2014年上半年， 全球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5.5%至9.21亿部。其

中，智能手机发展突飞猛进，加上全球4G网络渐趋普及，其出货量增长尤其明显，同比增长28.4%至约5.89亿

部，占全球手机出货量的比例更跃升至约64%，继续超越功能手机，主导移动通讯市场。在中国市场，第四代

(4G)移动通讯牌照的发放推动中国步入4G时代，移动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带来了行业发展的庞大机遇。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上半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小幅增长，锂离子电池行业整体相对平稳。在汽车电池领域，全球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快速发展，大大刺激了对上游汽车电池的需求，全球众多电池厂商均加大投资扩充汽车电池产能，

为二次充电电池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光伏领域，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支持光伏行业发展，推动行业整合。受惠国内政策支持，以及海外市场逐渐好转，整体光伏市场逐步复

苏，行业逐渐走出谷底。

（二）业务回顾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或「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主要经营包括传统

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的汽车制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截至2014

年6月30日止6个月（「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额约人民币26,716百万元，同比增长2.59%，其中汽车

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12,647百万元，同比减少7.45%；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11,086百万元，同

比增长19.98%；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2,583百万元，同比减少0.89%。报告期内，集团新

能源汽车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2,748百万元，同比增长1,216.67%，占集团总收入的10.29%。

汽车业务

面对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节能车补贴政策的变化，2014年上半年中国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同比下

降3.48个百分点，尤其是入门级的小型轿车自主品牌销量出现明显下滑。本集团汽车业务也受此影响，汽车

销量同比下降约27.0%至约18万辆。 然而当中SUV车型S6的销售却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同比上升约

30.2%，部分抵销其他传统车型销售的下滑。

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及推广的先驱，其推出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报告

期内，本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迅猛，同比增长6倍，其中销售额更快速增长至约人民币27亿元。尽管期

内新能源汽车实现快速增长，但仍未能完全抵消传统汽车收入的下滑，报告期内集团汽车业务收入同比下

降7.45%至约人民币12,647百万元。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比亚迪以其精湛先进的技术、性能优越的产品，不断巩固和提升其行业领导地位。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37%，其中插电式混合动

力市场份额超过60%。目前，集团新能源汽车积累了大量在手订单，但产量受电池产能限制，未能充分满足

市场需求，预计随着下半年新的电池产能的投放，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及份额还将持续提升。

在私家车市场，集团继续推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发展策略，重点推广短途用电、长途用油的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Plug-in� Hybrid� vehicle)。本集团于2013年12月推出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秦」，凭借其5.9秒

百公里加速的动力性能、百公里油耗1.6升的高效能耗、先进的智能操作系统，以及时尚的外观设计，自上市

以来广受消费者好评，销量持续攀升，迅速成长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秦」以短途用电、长途用油

的运行模式，不仅实现了日常出行的纯电动化，也满足了长里程行驶的续航里程需求，使得用户摆脱了对

充电设施的依赖，是当前新能源汽车私人市场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此外，由于「秦」的销售价格远高于集

团传统燃油汽车，「秦」的热销将有助提升比亚迪汽车的目标市场区间，进而提升比亚迪的品牌形象，推动

比亚迪汽车业务的长期发展。

在公共交通领域，集团继续坚持公交电动化的发展策略，推动纯电动大巴及纯电动出租车与国内外市

场的应用和推广。报告期内，比亚迪已于南京、天津、杭州、大连等多个城市赢得订单，并且开始陆续出货。

目前的在手订单已令集团电动车产能接近饱和。 深圳作为全球应用电动汽车最多的城市之一， 现时共有

800辆e6纯电动出租车及780辆K9纯电动大巴投入运营， 累计行驶里程各别超过2亿公里和3,000万公里，单

车最高行驶里程已分别达53万公里和20万公里。这不但充分验证了比亚迪电动车的质量和电池的可靠性，

其积累的运营经验更奠定了其于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未来，集团将积极推动深圳的成功营运

模式复制于其他城市，推动新能源汽车于全国范围的商业化营运。

报告期内，本集团继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美国市场，集团成功接获斯坦福大学的10台K9订单，截至

目前已交付4台，其中3台已投入运营，剩余部分预计将会在8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目前集团的K9电动大巴

已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的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顺利通过试运营，充分展示了比亚迪电动汽车在技术、

质量、商业营运上领先优势。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垂直整合的「一站式」服务为经营策略，为手机制造商提供手机部件

及手机模块，以及手机整机的设计和组装服务，并提供其它电子产品的设计、部件生产及组装服务。本集团

目前是全球最具竞争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货商之一，主要客户包括三星、华为、步步高、HTC、

苹果、诺基亚、惠普等全球及国内领先的电子产品制造厂商。报告期内，本集团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销售

额约人民币11,086百万元，同比上升约19.98%。

2014年上半年，全球手机市场在智能手机的带动下持续增长，国内外手机品牌厂商不断追求产品的突

破创新，更加注重新手机型号的外观设计及性能，对手机零部件提出更高要求。凭借出色的产品性能和外

观质感，本集团率先研发的塑料与金属混融技术（plastic-metal� hybrid，简称PMH）于期内得到更为广泛的

应用，先后赢得国内外多个智能手机厂商的中高端机型订单，推动了集团收入和盈利的持续增长。本集团

的原设计生产(ODM)业务也于报告期内赢得国际知名品牌的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以及其他移动终端的

新产品订单。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本集团的二次充电电池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和镍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数码相机、电动工具、电动玩

具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同时本集团积极研发磷酸铁锂电池（「铁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致力将该

等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及光伏电站等领域。

报告期内，本集团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整体相对平稳，实现销售收入约人民币2,583百万元。作为

全球锂离子电池研发和应用的领先厂商，本集团继续致力开拓新客户，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以提升市场份

额。

上半年，太阳能的行业竞争有所趋缓，国内政策促使行业整合及重组，为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奠下良

好基础。报告期内，本集团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严格成本控制措施，推动收入的大幅增长，但太阳能业

务盈利仍面临较大压力。储能电站业务方面，集团成功于美国市场赢得17MWH储能电站订单并开始出货，

于海外市场的推广有望加速。

配售股份

报告期内，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快速发展， 本集团于今年五月三十日以每股定价35港币配售

121,900,000股新H股。 配售股份相当于当时已发行793,100,000股H股的约15.37%及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

5.18%。 配售股份约占经扩大已发行H股数目的约13.32%及配售股份配发及发行后经扩大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约4.92%。

经扣除佣金和估计费用后的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约为42亿港币， 主要用作推动新能源汽车业务发展及

一般营运资金。铁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所在和关键组成部分，目前本集团拥有的1.6GWH铁电

池产能已难以满足今年的新能源汽车需求， 集团需加大投资扩充电池产能以满足未来新能源汽车高速增

长带来的需求。因此，本集团通过配售股份的资金增加投入，以加速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研发及推广。

（三）前景及策略

展望下半年，全球经济预期将稳中有升，然而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在国内，预期政府将继续调整经济结

构，致力改善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未来，本集团将继续秉承「技术、质量、责任」的发展理念，着力

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提升技术水平，加强品牌和销售渠道建设，履行对消费者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承诺，推

进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进一步巩固本集团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位。

汽车业务

中国整体汽车市场在经历了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行业增速有所放缓。然而，由于中国汽车

市场居民渗透率仍较低，随着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预计未来整体汽车需求仍将

保持稳步增长。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方向，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性能的逐步提升，未

来新能源汽车相对传统汽车的优势将更加明显，新能源汽车有望在未来数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传统汽车方面，下半年本集团将推出全新高端SUV车型S7，以及搭配领先智能平台的A+级车型G5。S7

配备全新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及适时四驱系统，利用智能系统分配动力，大幅提升其越野能力及稳定性。

G5车型将配备全球领先的移动智能平台， 实现汽车与互联网的无缝对接， 推动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的跨

越。预期上述相关车型的推出将进一步提升本集团的产品竞争力，为传统汽车业务增添成长动力。

新能源汽车方面，集团预期广受欢迎的「秦」车型于下半年将持续热销，预计随着新的电池产能的投

放，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将持续提升。此外，本集团计划于下半年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的SUV车型「唐」，

与戴姆勒共同研发的首款DENZA「腾势」纯电动轿车也将按计划于下半年上市。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先行者，比亚迪将把握行业发展的巨大机遇，继续利用其于汽车制造、电池及信息科技的跨行业协同优势，

积极提升新能源汽车技术，着力开发时尚新颖、性能卓越及节能高效的新能源汽车车型。未来，本集团仍会

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于公共交通领域及私家车市场的应用，加大力度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推广，协调各

方资源完善充电设施网络，巩固并提升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位。

2014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一年，集团将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强大的垂直整合能力、各业务的

协同效应和电动车商业化推广的先发优势，把握国内及海外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巨大机遇，推动其新能源汽

车于全球范围的应用和推广，致力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者。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通讯技术的升级换代， 将继续推动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计算机等移动智

能终端的市场需求。根据Gartner的预测，2014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增至12亿部或13亿部，占整体手机

出货量的比例将持续上升；而全球平板计算机出货量也将增长23.9%至2.6亿部。国内外手机品牌厂商均致

力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智能手机产品，为提升产品吸引力，愈来愈多厂商选用PMH技术的金属外壳。本集团

预计，未来PMH技术的金属外壳将更加普及，应用范围将更为广泛，未来PMH技术的金属外壳的发展将会

非常迅猛。作为该技术的率先研发者和推广者，本集团将把握先发优势、巩固领先地位，扩大该产品的客户

基础和应用范围，将其培育为未来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移动智能终端的持续发展将为上游电池厂商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未来，集团将继续积极开拓锂离子电

池的应用领域，丰富产品组合，以提升市场份额。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增长将大大刺激市场对磷酸铁锂电池

的需求，未来集团将根据市场变化，加大投入建设新的磷酸铁锂电池产能，以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带

来的巨大需求。

光伏业务领域，伴随着中国光伏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恢复，整体光伏市场的竞争将逐渐

趋缓，光伏行业稳步复苏。未来，本集团的太阳能业务会继续执行成本控制措施，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紧抓

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长的发展机遇，推动销售额增长并进一步缩减亏损。同时，本集团将继续推进储能电站

相关业务的发展，最终实现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站和储能电站的绿色能源三大梦想。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2014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本集团新增10家子公司 (2013年：14家)� ，原因为新设：

定边县比亚迪光伏有限公司

潮州市绿动出租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BYD� US� Holding� Inc.

Universal� Charging� LLC

Constellation� Cromwell� LLC

Constellation� Blondell� LLC

Constellation� 3811� LLC

BYD(SINGAPORE)� PTE.LTD

BYD� MALAYSIA� SDN.� BHD.

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情况(2013年：4家)。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2014年8月22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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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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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安饮食 股票代码

0007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虎成 李虎成

电话

029-82065865 029-82065865

传真

029-82065899 029-82065899

电子信箱

xays000721@163.com xays00072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53,277,154.77 287,344,776.59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706,442.05 8,358,866.60 -6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4,118,620.10 7,765,920.77 -41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419,765.41 7,780,889.43 -143.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4 0.0419 -87.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4 0.0419 -87.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81% -1.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066,169,264.95 1,019,762,910.84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83,997,340.81 702,500,775.36 -2.6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0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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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1.04% 105,000,000

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5% 26,681,250 26,681,250

质押

、

冻结

26,681,250

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9% 24,425,100 24,425,100

质押

、

冻结

24,425,100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

行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4.01% 20,000,000 20,000,000

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9% 14,946,600 8,192,850

质押

、

冻结

8,192,850

财通基金公司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

创赢一期

4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32% 11,600,000 11,6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

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

3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2% 11,600,000 11,6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

－

平

安银行

－

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

4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2% 11,600,000 11,60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 10,000,000 10,000,00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0,000,000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公司未知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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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艰难、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挑战，公司上下积极应对，坚定不移的按照“品牌运营与

资本扩张协同发展、餐饮主业和食品工业两轮驱动” 的发展战略，以大众市场为根本，以资本运营为龙头，

通过调结构、拓市场、抓营销、细管理，全面推进老字号转型升级，让老字号回归本质、回归市场、回归理性、

回归百姓，确保了公司经营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餐饮主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上半年，公司按照“因店制宜、一店一策” 的原则，以“四大转

型、六大市场”为重点，加快推进转型升级。一是经营结构调整取得新突破。先后在老孙家饭庄东关店三楼

开设了老孙家百姓小吃坊，对老孙家饭庄端履门店创新机制，采取承包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延伸拓展了同

盛祥饭庄清真下午茶、春发生饭店酱卤制品外卖业务、常宁宫湖畔烧烤等经营领域；德发长、大香港、常宁

宫等单位开设了平价酒水超市，取得良好成效。二是百姓消费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以老字号特色菜、招牌菜

为经营卖点，立足百姓消费需求和水平，科学合理调整菜点和宴席品种结构，做大百姓市场。公司制定下发

了《进一步挖掘喜宴消费市场的实施方案》，全面打造老字号喜宴品牌规模化、特色化和系列化；实施大

厅、包间菜单价格差异化经营策略，紧抓社会热点，推出了系列“迎宾套餐” ，拉动了百姓消费市场。三是

“三百工程” 稳步推进。依托老字号特色产品，公司与社会专业机构合作，加快老字号子品牌连锁化发展，

西安饭庄专门针对大众消费的“院子餐厅” 项目目前已筹备完毕，即将开业；西安饭庄“新中华甜食店” 项

目正在加紧论证设计。四是新业态发展迈出新步伐。公司引进开发了“米喜米乐儿童体验中心” 项目，正在

积极筹备，预计下半年将投入运营；西安饭庄正在加快中心厨房建设，部分产品已开始配送试运行；常宁宫

会议培训中心承接了西安迪比斯水上乐园项目餐饮外包服务， 有力推进了老字号品牌向更加贴近百姓消

费方向发展。

报告期内，食品工业转型调整取得新突破。按照公司“大生产、大市场、大营销” 发展要求，上半年，公

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工作为龙头，加强长线拳头产品培育，优化提

升节令产品品质，按照市场化运作，实行了产销分离运营模式，全面推进食品工业转型升级。一是以长线产

品牛羊肉泡馍为支撑，以五一大包和烘焙类产品为突破，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结合节令食品市场新变化，对

产品包装、品种系列进行瘦身经营，实现了老字号产品紧贴大众百姓消费发展需求。二是组建成立了西安

秦业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西安伊德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形成了以西安秦业品牌策划有限公司为销售中

心，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西安伊德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为生产基地的产销分离运营模式。三是与社会

专业机构广泛合作，加快销售渠道建设，上半年开设“五一大包” 连锁店8家，进驻西安市巨鹰食品有限公

司门店铺设老字号特产专柜33家，迈出了市场化新步伐。四是进一步规范完善了管理制度、标准流程等72

项制度，确保了食品工业科学规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3,277,154.77元，同比下降11.86%；利润总额 10,802,113.86� 元，同比下

降25.6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06,442.05元，同比下降67.62%；按公司期末总股本计算，每股收

益0.0054元，同比下降87.11%；净资产收益率0.33%，同比下降1.48%，总资产1,066,169,264.95元，同比增长

4.5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胡昌民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3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胡昌民先生主持。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4年4月实施了2013年度分红派息、转送股方案。具体方案

为：以公司2013年末总股本249,527,9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4股，派0.85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6股。本次实施转送股后，公司总股本由249,527,960股增

至499,055,920股。现根据需要对《公司章程》中的注册资本、总股本等内容予以修改。修改事项具体如下：

（1）将章程原第一章“总则” 中的“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9,527,960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9,055,920元。”

（2）在原章程第三章第一节中的第十八条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实施2013年度分红派息、转送

股方案，方案为：以公司2013年末总股本249,527,9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4股，派0.85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6股。本次实施转送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249,527,960股增至499,055,920股。”

（3）将原章程第三章第一节中的“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49,527,960股。” 修改为“第

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99,055,920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499,055,920股,其他种类股0股。”

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届时另行发布。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公告内容。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亦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2014年中秋月饼加工合同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化食品市场占有率，做大做强节令产品业务，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现本公司所

属控股子公司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业食品公司” ）拟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分公司解

放饭店（下称“解放饭店” ）签署2014年中秋月饼加工合同，解放饭店拟购买大业食品公司生产的中秋月

饼对外进行销售。

本次交易对方为解放饭店。 解放饭店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西安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分公司。该事项构成公司关联交易，公司2名关联董事郑力先生、蒋建军先生回避表

决，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拟签署2014年中秋月饼加工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36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乃宽先生主持。会议通过

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

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同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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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29号文核准，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向8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5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21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260,500,000.00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用后募集资金额为247,475,000.00元，扣除律师费、申报

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43,177,000.00元。

2、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2013年6月25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

专户内。2013年6月25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13）0059号）。根据

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6月25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260,500,000.00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用后募集资

金额为247,475,000.00元， 扣除律师费、 申报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43,177,000.00

元。

3、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公司自1997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再融资， 募集资金于2013年6月25日到

账，2013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为0元，未使用募集资金。

4、本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公司本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为0元，取得利息及其他收入为5,135,961.22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金额是200,000,000.00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为51,000,915.8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于2013年7月22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电子

城支行

7251810182600096533 51,000,915.81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51,000,915.81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为0元。

根据2013年8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不超过

20,000万元额度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2014年6月30日，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

期金额为20,000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2、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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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2014年

中秋月饼加工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下称“大业食品公司” ）拟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解放饭店（下称“解放饭店” ）签署2014年中秋月饼加工合同，解放饭店拟以81.43万元的价格委托大业

食品公司加工中秋月饼对外进行销售。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解放饭店。解放饭店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旅游” ）所

属分公司，西安旅游与本公司同属同一个大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旅集团” ）。本

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标的为两款中秋月饼，共计20,200盒。

4、本次关联交易经2014年8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本次会议表决中，因该

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2名关联董事郑力先生、蒋建军先生均回避表决，其他7名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

何雁明先生、田高良先生、杨为乔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5、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解放饭店

营业场所：西安市解放路181号

负责人：周文芳

企业注册号：610100200004497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服务；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一般

经营项目：自行车出租；百货、五金交电、工艺品、针纺织品、建材、土特产品的批发、零售。

该机构成立于1998年8月1日，为西安旅游所属分公司。

（2）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27号西安旅游大厦7层

法定代表人：谢平伟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6,747,901元

公司注册号：610100100442598

税务登记证号：610102294241490

经营范围：饭店经营与管理（限定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限定分支机构经营）；旅游产品开发、销

售；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限分支机构经营），停车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劳务派遣（限分支机构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房屋租赁；酒店投资；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分支机构

经营）；美容美发、洗浴（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照

相、摄影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资源开发、技术开发。（一般经营项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

目）

西旅集团持有西安旅游的股份数额为6,341.99万股，占西安旅游总股本的32.23%，系西安旅游的第一

大股东。

（3）西安大业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西安市高陵县鹿祥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红军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86,000,000元

公司注册号：610126100012891

成立日期：2013年7月29日

税务登记证号：610126073412428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糕点（烘烤类、蒸煮类、熟粉类、月饼）（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5月30日）；

速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3月31日）；其他水产加工品（风味鱼

制品）（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1月24日）；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9月9日）；

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8月4日）；其他酒（其他发酵酒）（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5

月30日）。

本公司持有大业食品公司90.70%股权。

2、财务数据：

（1）解放饭店：201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30.39万元，利润总额58.67万元；截止2014年3月31日，总资

产7,038.12万元。

（2）西安旅游截至2013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64,278.15万元，净资产46,356.11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67,102.96万元，利润总额1,420.20万元，净利润857.02万元。2014年第一季度末的总资产59,409.58万元，

净资产45,468.69万元；2014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8,910.86万元，利润总额-887.42万元，净利润-887.42

万元。

3、关联方关系：解放饭店为西安旅游分公司，大业食品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西安旅游与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西旅集团，西旅集团分别持有本公司、西安旅游的股份为10,500万股、6,341.99万股，持股比

例分别为21.04%、32.23%，系本公司和西安旅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解放饭店委托大业食品公司加工的的两款中秋产品礼盒（“尊月” 品种7,500盒，“团

圆”品种12,700盒，共计20,200盒），全部为中秋月饼，金额为81.43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制定依据是根据中秋月饼所需的原辅材料市场价格，依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

的最终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解放饭店委托大业食品公司加工的两款中秋产品礼盒，涉及金额81.43万元。具体的数量和金额以双

方最终实际结算的数字为准。

2、款项支付：本次委托加工、装配的月饼配送完结后，根据双方签字的产品接收单据实结算。大业食品

公司按结算金额出具发票，解放饭店在收到发票后，如产品无质量问题、引起顾客投诉造成损失的，自2014

年10月8日起，7日内付清货款。

3、合同成立、生效及其他：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经双方履行各自的审批程序后签字盖章生效。

六、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化食品市场占有率，做大做强节令产品业务，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2、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公司货币资金增加，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减少。同时能够拓宽工业化食品的销售

渠道，做大做强节令产品业务，扩大市场份额，增加营业收入，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西安旅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309.97万元。

八、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在最近连续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关联交易的累计计算金额为429.26万元。其中：本次交易金额81.43

万元；2008年西安旅游关中饭店与公司所属分公司老孙家饭庄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东大街端履

门西北角“伊时达” 购物商城的《租赁合同》，涉及交易金额113.83万元；2014年大业食品公司与解放饭店

签署《2014年春节蒸碗产品采购合同》， 涉及交易金额119.53万元；2014年大业食品公司与解放饭店签署

《2014年端午产品采购合同》，涉及交易金额114.47万元。以上几项交易金额合计数为429.26万元，未达到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签署中秋月饼加工合同，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拓宽工业化食品的销售渠道，做大做强节令

产品业务，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本次交易按照公平交易的商业条款进行，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情形。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3、交易对方相关资料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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