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5-013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2月25日，公司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银泰"）与公司副董事长、总

裁程少良先生签订了《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程少良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股

份转让协议》， 中国银泰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程少良先生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7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24%。

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披露《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司公

告临2015-007），2015年2月28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国银泰）、《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程少良）（内容详见2015年2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15年3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权转让

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中国银泰原持有本公司股份183,929,7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829%,本次股权过户登记

手续完成后，中国银泰持有本公司股份108,929,7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705%,程少良先生

持有本公司股份7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24%。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30日

股票代码：000557� � � � �股票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5-025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 有部分媒体误将我公司列入"31家涉嫌违法处于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上市

公司"名单，给投资者造成了误导。

二、澄清说明

2010年12月15日,因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劵

法》，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发出立案调查通知。 2014年12月末，公司收到监管部门通知，本案已

终结审理，不予处罚结案。 2014年12月30日，公司对案件终结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详见2010

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被立

案调查的公告"及"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终结的公告"）。

三、其他说明

1、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接到监管部门涉及本公司的新的立案调查通知。

2、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结算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在2015年4月15日前披露第一

季度业绩情况。

四、必要的提示

1、2014年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定向回购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能否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838.60万元，低于1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若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仍低于1000万元，2016年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5-025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闲置资金（其中：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

闲置超募资金10,000万元）进行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 目前，公司可购买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的总额度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闲置超募资金。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9日和2015年3月26日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2014-047号《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和第2015-023号《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使

用闲置超募资金1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31天

2、收益类型：保证收益型

3、理财金额：10,000万元

4、起始日：2015年03月30日

5、到期日：2015年04月30日

6、预计投资收益率（年率）：5.2%

7、资金来源：闲置超募资金

8、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通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

货币市场工具及固定收益工具， 其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为30%-100%， 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

0-30%。

9、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10、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可能会设计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导致

理财产品实际理财收益的波动。如遇市场利率上升，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调整。

（2）流动性风险：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次性支付，且产品

存续期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公司的流动性需求。

（3）政策风险：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

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4）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协议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公

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

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公司自行承

担。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保本理财，对闲置超募资金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因投资额度小，对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影响不大。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预期

收益率

到期收益

（万元）

资金来源

2014-05-26 2014-027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第

136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5,000

2014

年

5

月

27

日

-2014

年

11

月

27

日

5.80% 146.19

自有资金

2014-06-17 2014-03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

增利”

183

天”

5,000

2014

年

06

月

16

日

-2014

年

12

月

16

日

5.70% 142.89

超募资金

2014-07-24 2014-040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第

164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3,000

2014

年

7

月

23

日

-2014

年

10

月

23

日

5.45% 41.21

自有资金

2014-12-25 2014-073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第

252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5,000

2014

年

12

月

23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6.00% 36.99

自有资金

2015-02-14 2015-008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第

276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5,000

2015

年

02

月

13

日

-2015

年

03

月

20

日

5.10% 24.45

自有资金

2015-03-26 2015-02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

日

增利”

33

天

5,000

2015

年

03

月

25

日

-2015

年

04

月

27

日

5.20%

未到期 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038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众生药业，证券代码：002317）自2015年1月7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2015年1月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5年1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一）》、2015年1月22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二）》、2015年1月2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三）》、2015年2月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2015

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四）》、2015年2月2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五）》、2015年3月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六）》、

2015年3月12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七）》、2015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八）》。

2015年3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5年3月24日，公司披露了《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告》，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进行事后审核，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并披露有关回复内容后，公司股票另行申请

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039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专项说明》 及 《关于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

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康中药"）及湖北凌

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晟药业"）2014年度经审计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429.72万元、

-2,195.37�万元，均未达成承诺业绩。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承诺方益康中药股东李伟、凌晟药

业股东金联明应以现金方式补足对应年度业绩承诺数额。

其中，经凌晟药业股东、业绩承诺人金联明申请，公司同意针对凌晟药业 2014年度的业

绩差异补偿方案为：公司2014年年度公告之日起10日内，金联明先以现金方式补偿差异数的

10%，剩余应补偿部分在2015年内以现金方式补足，若2015年度的实际业绩超出业绩承诺部

分予以冲回上述补偿金额。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5年3月27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益康中药已收到益康中药股东李伟支付的业绩承

诺补偿款项3,702,843.57元。 益康中药股东李伟关于益康中药2014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

行完毕；公司控股子公司凌晟药业已收到凌晟药业股东金联明支付的10%业绩承诺补偿款项

3,695,371.44元。

公司将督促承诺方严格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继续履行有关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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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克家居

600337

美克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新 冯蜀军

电话

0991-3836028 0991-3836028

传真

0991-3838191

、

3628809 0991-3838191

、

3628809

电子信箱

mkzq@markor.com.cn mkzq1@mark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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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495,375.60 3,774,579,209.37 5.88 3,767,893,43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0,672,781.92 2,707,756,318.06 5.28 2,510,286,7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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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1,554.44 315,669,367.55 -111.66 205,263,478.71

营业收入

2,713,771,502.78 2,675,159,308.56 1.44 2,631,062,6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565,748.92 172,008,381.12 35.79 20,710,18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907,629.45 154,488,097.44 43.64 3,093,60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8.39 6.58

增加

1.81

个百分点

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6 0.27 33.33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6 0.27 33.3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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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1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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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39 267,719,014

质押

235,320,000

香港博伊西家具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1 33,669,013

未知

国泰元鑫资产

－

工商银行

－

国

泰元鑫美克家居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3.69 23,837,473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沪

未知

2.18 14,082,211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19L－

CT001

沪

未知

1.50 9,679,541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未知

1.40 9,071,673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未知

1.31 8,499,977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

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8 7,622,933

未知

国泰元鑫资产

－

工商银行

－

国

泰元鑫美克化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1.07 6,929,973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7 6,899,089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沪和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沪的

资产管理人为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元鑫美克家居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和国泰元鑫美克化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机构

为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

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

系或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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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回顾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公司实现“五?五规划”最为关键的一年，根据公司品牌发展战略，

为适应公司由零售商向品牌商的转型，打造卓越的客户体验能力，拓展一体化的家居综合消费品市场，报告期

公司更名为“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提出拓展一体化的家居综合消费品市场，其实就是要做家居用品“长尾” 。 所谓“长尾理论” 是指商业

和文化的未来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那个代表“畅销商品” 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 的经常被人遗

忘的长尾。 公司希望通过持续创新商业模式，做家居用品“长尾” ，打造更卓越的客户体验能力。

报告期，公司创意创新中心按照公司“以产品设计和品类创新为核心的主品牌发展战略” ，持续改善美克

美家商品竞争力。 2014年，分别推出了传统风格、休闲风格、变迁风格和青少年组等9个系列产品，通过在线商品

梳理，结合销量、展示销售比、生活方式完整呈现等综合考虑，优化退市了10个系列的商品。 在满足美克美家的

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和销售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楼面展示核心能力。

报告期，公司重估和改进整个供应链以及采购组织流程，改变以往公司制造能力绑架销售能力的现状，全

面拓展战略寻源采购业务，外采资源的拓展为全球外采业务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美克家居现已形成国内外

49家成品供应商、126家装饰品供应商的网络资源，确保了对销售端充足的资源供应，为美克家居向品牌商转型

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4年公司终止了从事二十年之久的OEM业务，工厂产能将100%供应自有品牌，在提高全产业链商品获利

能力的同时，也为多品牌战略发展提供了保障。 报告期，公司制造中心以品质管理为核心，持续强化成本管理，

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准时交付率，加强安全、环保工作，积极推进FA（家具制造自动化）项目。 报告期，

FA项目完成了规划布局设计及物流自动化系统设计、信息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并实施了运营仿真验证，主要设

备技术方案制定及订购完成率达70%，部分到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各项工作均在按计划推进中。

2014年，公司积极推进企业变革与转型，为适应多品牌战略的实施，公司重构与客户的关系，推进一体化的

供应链体系，在法人架构、组织架构、业务架构和系统架构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优化。 紧密围绕品牌战略，强化

高效协同的产业链一体化体系，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一）家居零售业务

1、美克美家品牌

2014年，在房地产市场销售下滑，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下降的外部环境中，美克美家90%以上的城市

实现同比增长，整体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6.01%。

2014年，美克美家为强化运营能力，确保销售管控政策有效执行、资源及信息及时共享，对组织结构进行了

优化和调整，将原来的十个城市群，整合为四个大区，管理更加扁平化，管理效率得以提升；报告期，美克美家聚

焦三大领域，即商品及供应链管理、销售运营标准化成果落地和人力资源效率提升，以此解决结构、能力和动力

方面的问题。 2014年，美克美家持续改善商品竞争力，不断提升楼面展示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销售管理、 销

售执行、 销售检视会的标准化，推进美克美家的数字化管理；薪资结构从“固定薪酬+奖金” 的形式调整为“固

定薪酬+绩效+奖金”的方式，以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为主线进行评估和奖励。 适时调整差异化的设计顾问销售

奖金政策，促进销售目标的达成；承接公司战略，建设基于岗位任务和能力成长的培训体系，加大人才梯队的培

养力度，助力公司绩效的达成。

2014年，美克美家提倡全员客服理念，加强客户服务触点管控，在售前、售中、售后的不同接触点建立相应的

服务标准和对应的管控方式，通过良好的客诉处理技巧与客户建立有效沟通，同时通过高效高标准的配送及维

修服务，提升客户体验满意度。 2015年3月，美克美家以100分的好成绩蝉联网易家居“315家居企业售后服务调

查”冠军，成为2015年调查中唯一夺得满分的家具品牌。从2011年起，网易家居已连续五年推进“315家居企业售

后服务调查” 这一品牌活动，美克美家连续四年满分夺冠。

在全民网购时代，拥有更好的顾客线下购物体验才是成功的关键，为了打造更卓越的客户体验，2014年，美

克美家对店面进行了全新升级，从装修到产品展示的陈列方式再到丰富的家居产品，给顾客视觉、听觉、触觉、

味觉甚至嗅觉的独特体验。 2014年6月，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办的“世界品牌大会” 上发布

的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美克美家品牌排名由2013年438位上升为今年的435

位。

截至2014年底，美克美家共拥有3个配送中心，27个服务中心，75家门店，分布在全国23个省44个城市。 美克

美家旗下子品牌Rehome共拥有自营店5家。

2、A.R.T.品牌

A.R.T.是公司多品牌战略中重要的品牌拼图，瞄准中国精英人群，主要推广纯正美式生活方式，采取加盟渠

道和自营店相结合的方式。2014年，A.R.T.品牌战略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完成了组织结构规划及团队搭

建、加盟业务发展规划、加盟业务流程设计，2014年A.R.T.品牌加盟商培训共举办8期,培训人数近185人。 随着7

月18日A.R.T.中国首家旗舰店在上海的隆重开幕，加盟业务全面启动，凭借美克美家良好的品牌美誉度，A.R.T.

吸引了众多加盟商加盟，业务拓展迅速，截至2014年底共签约50家加盟商，开设21家加盟店。

2014年，A.R.T.运营体系已初具规模，业务有序推进，自营店面运营能力提升，加盟业务落地生根，销售利润

达成目标，已成为美克家居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在招商拓展、督导体系、视觉展示、培训体系、图纸设计、施工

监理、综合运营能力等方面已具备行业内的明显优势。 截止2014年底，A.R.T.自营店4家，加盟店21家。

3、电子商务

2014年，公司电子商务OBO项目顺利推进，美克OBO是充分结合美克美家现有业态，以线上手段作为撬棒，

最大程度放大企业特有优势的线上线下渐进式融合发展形态。 它脱胎于目前流行的O2O，但不仅仅是TO（去、

引导）的关系，而是融合。 简单来说，就是从客户价值入手，聚焦重点，利用互联技术牵引整体业务随需快变，从

而在关键环节将体验做到极致的整体业务模式升级。

报告期，公司从官网入手，完成了官网全新设计，完善了OBO场景中的线上关键环节：

1） 建立商品数据：将数千条商品数据库重新整理、划分、核对、撰写，实现线上线下商品的统一展示，给顾

客提供连贯统一的服务体验；

2）优化产品陈列：将产品按照房间组进行划分，并提供了多种样板间案例可供参考，使线上用户有亲临的

样板间的体验，方便选购；

3）部署线上入口：加强了移动端的部署，推出移动端自适应的网页展示形式，从而使用户可以方便地在手

机、PAD上查看产品、完成预约。 而对于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也可以通过销售PAD等工具，为用户展示更加丰

富的产品和场景，真正实现无缝零售；

4）加强口碑传播：增加网站的社交和分享功能，完成线上统一会员管理体系和商品二维码、微信、微博及

QQ分享等功能，借力社交媒体形成用户圈层，让同类用户聚合，并进行分享传播，形成美克美家的粉丝圈，利用

粉丝经济提升品牌和产品声量；

5）建立用户大数据：建立全新的用户数据库，为每一位用户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在尊重并保护用户隐私的

前提下，对用户进行持续分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体验；

6）完善预约系统：建立一套从线上到线下的标准化客户导流机制，使客服介入用户咨询、预约、到店、下单

各个环节，不断优化服务体验，提升品牌好感度和用户忠诚度；公司在多品牌规划的基础上，为每个品牌建立了

详细的目标客户画像。 秉承以客户、客户体验为中心的原则，在充分理解每个品牌价值主张的基础上，建立各品

牌的OBO策略。 根据每个品牌的客户体验，分析用户体验全过程以及与顾客接触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改版后的官网延续了美克美家店面调性，统一视觉形象，为网站迭代更新奠定基础。

（二）营销与批发

SIC公司一直以来都充满着创新能力与活力， 持续保持卓越的设计能力， 在市场竞争中拥有领先优势，在

2014年10月美国高点展上，Caracole系列的TRA-048斗柜和CON-014餐桌荣获两项巅峰设计大奖。 2014年，SIC

公司积极开发拓展欧洲、南美市场为收入带来更多的增长机会；通过有效执行加速零基预算管理、梳理内部管

理流程，减少管理及财务费用方面的支出，提升盈利能力；通过与制造团队的积极沟通缓解产能瓶颈，同时强化

外协能力，通过多套产品外协，提升了产品的边际贡献率。 2014年，SIC公司虽然面临市场环境、极端天气、产能

短缺等因素影响，仍然圆满达成了年度业绩目标。

2014年是A.R.T.在产品、客户结构、销售团队、电子商务、中国加盟业务等关键领域重要转型的一年，A.R.T.

团队通过持续关注高盈利客户，优化客户结构，提升边际贡献率；通过对加洲、华盛顿、纽约/新泽西等地的销售

人员优化和网络布局，打造优势销售团队；通过对网站功能进行升级，提升客户体验，增强了网站的可用性和吸

引力；通过拓展电子商务渠道、国际销售渠道，更新样品间的展示，提升了销售收入；同时通过新系统应用、修改

折扣政策等，有效降低运营费用和成本。 2014年，A.R.T.践行一体化誓言，主动与国内制造团队交流影响品质与

交期的原因，探讨解决方案，通过开发东南亚供应商减轻公司制造业的产能压力，共同努力达成客户服务目标

和销售目标。 2014年A.R.T.中国加盟业务的启动，开启了其发展的新篇章。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1,377.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实现营业利润29,622.0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36.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3,356.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79%。 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积极实施多品牌战略，零售业务收入规模（包括自营及加盟业务）实现了稳步增长。 同时，公司加快产

品结构优化，调减OEM客户比例，全产业链商品获利能力得以提高。 2014年，公司建立了与多品牌战略发展相适

配的、从研发创新、制造与全球供应、零售与品牌运营、共享服务等一体化的组织体系，进一步提升了管理效率，

合理控制了成本费用，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2� � 2015年经营计划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末年，也是公司“五?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今年公司将在基于现有商业模

式实现增长的同时，为“六?五规划”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增长打下基础。

当今的数字化网络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拷问着传统产业的发展。 在网络化的未来五年，零

售业的变化将胜于过去50年，我们需要向全渠道零售企业转型，以便为消费者不间断的（包括线上）提供无缝

购物体验。 因此，2015年公司提出“迈向无缝零售、实现数字化非传统增长” 。

全渠道零售，是指以消费者为中心，利用一切的销售渠道，将消费者在各种不同渠道的购物体验无缝链接，

同时将消费历程的愉悦性最大化。 如今的消费者使用网络、四处奔走、出入门店，并且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网

络保持联系。 这些顾客拥有的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他们通过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工具来了解产品信息、

对比价格和搜集观点。同时，这些顾客希望以更低的价格享受相关联的购物体验。因此作为零售商，提高购物体

验的首要任务是将实体店、网络和移动端整合在一起，成为无缝零售商。

（一）迈向无缝零售，实现数字化非传统增长

2015年，公司将强化供应链数字化建设，推进OBO项目迭代升级，构建家居零售业务不间断的无缝购物体

验。

在无缝零售建设中，将围绕客户体验生态圈，采取去中心化、平台思维、迭代开发等互联网思维，从顾客吸

引、接触选择、方案支付、收货安装、产品表现、售后传播等方面，让顾客销售历程的愉悦性最大化。

在顾客进店时，可以即时接入freeWiFi，通过扫描二维码可查看更详细产品信息，或者通过触摸屏查看经典

设计案例和搭配方案；在设计方案制作中，通过3D技术模拟实景进行展示；在交易支付时，利用移动支付让购物

体验简单而周到；在售后服务中，将通过APP、微信等工具增加与顾客的深度互动，并提供一对一精准的专属服

务，同时将引入RFID技术，实现产品的全过程跟踪溯源；在官网平台上将增加生活方式入口，为用户展示不同人

群适用的各类生活方式，从而提升用户粘性；在社交网络运营中，将建立美克美家品牌社群，着力发展粉丝经

济，将高水平的设计师、潜在购买者聚合，形成口碑营销、会员营销阵地，打造线上生活方式平台，为公司的长远

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为了打造卓越的客户体验，2015年还将持续推进供应链整合和OBO项目。 该项目将构建一个具有信息

整合能力、协同能力、洞察能力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应用平台，为“一体化的家居综合消费品公司” 的战略升

级构建基于产业链的核心应用，支持线上线下全渠道多品类发展的业务模式，实现产业链端到端的交付能力，

构建粉丝经济。

（二）零售多品牌业务

1、美克美家———重新定义实体店

美克美家已经服务中国消费者十二年，十二年来，美克美家始终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品牌” 为愿景，打造中

国家居行业标杆性品牌，为热爱生活的消费者，提供最好的生活方式和体验。 十二年后，美克美家从最适宜人类

居住的维度出发，从行业标准的高度自我突破，以全面升级的店面、产品和服务，构建无缝零售，重新定义一间

家居店存在的意义。

在当今互联时代，一间优美的家居店是稀缺资源。 在目前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在不断

下降。 城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让我们渐渐远离了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 美克美家提倡慢节奏、有品位的浪

漫生活，我们希望用最专业、最艺术的方式与每一位顾客沟通、服务，让顾客每一次在美克美家店面的购物旅程

都至臻完美，流连忘返。 2015年1月23日，美克美家海口旗舰店盛装启幕，历时2年、20多次迭代开发，海口旗舰店

从产品、店面环境到客户服务等均全面升级，美克美家最高端产品品牌———美克美家黑标、美国伊森艾伦（EA）

最新生活方式、Caracole更具想象力的购物体验、大量的家居产品，也在升级旗舰店面首次呈现。 海口旗舰店所

呈现的标准，将成为美克美家升级后的品牌标准。 这种标准，将在2015年全国所有的店面复制，并不断提升和迭

代，将我们的品牌价值主张，卓越体验，全新的理念、店面、产品和服务，复制到全国，让每一位顾客，都可以感受

到美克美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2015年， 美克美家将分别在4月、7月、9月推出美克美家9个套系的迭代升级产品、 美克美家黑标产品、EA、

Caracole等新品，进一步改善美克美家品牌的商品品类结构，强化客户购买清单满足率，改善家居用品品类的商

品竞争力，有效提高客单价。 同时，提高价格覆盖度，关注家庭可支配收入20万以上主要阶层的购买力与公司商

品价格带区间的符合度，避免客户小众化趋势。

2015年，美克美家将进一步推动设计顾问能力提升，设立首席软装设计师认证体系，提高大单的方案设计能

力和转化率；推出全新的硬装设计师合作模式，通过设计师和公司共赢推动业务合作紧密度，进一步扩大客流；

推进明星店长制度，根据店长级别认证结果赋予不同的自主管理权责和空间，大力改善中层管理能力；建立优

秀人才的衡量标准，强化专业能力的持续改善，将美克美家调整为一家专业人才密度高的、专业人才薪酬领先

的、让员工拥有自豪感的公司。

2015年，公司将根据品牌发展及经营需求，重点对城市旗舰店和标准店进行布局，优化卫星店。 对市场容量

巨大且为市场份额有极大空间城市，优化布局、门店加密，对市场容量大且区域核心城市进行战略布局、重点加

密、抢占制高点，抢占西区南区空白省会新市场，择机加密布局山东半岛城市群。 2015年，美克美家计划在全国

新增门店15家，完成6家店面的迁址建设。

2、A.R.T.———建立健康共荣的加盟生态图

A.R.T.自营店是品牌的灯塔，是一座A.R.T.加盟商的教堂，是发挥示范效应的榜样，要让更多的加盟商学

习，用卓越体验和真实数据得到信任。 2015年，公司将通过精细化运营打造直营店“标杆示范” 形象，提高单店

销售运营与卓越服务能力，将成熟经营模式向加盟商复制，同时吸引更多意向加盟商加盟。

2015年，公司将加强A.R.T.品牌的宣传力度，通过产品推广与传播，建立A.R.T.产品认知，通过媒体与内容

推广，提高A.R.T.品牌知名度。 将利用航机媒体、杂志对目标人群进行持续深度影响，利用户外、网络、分众媒体

等高覆盖性媒体迅速建立品牌和产品认知度，利用移动互联媒体维系品牌情感纽带，提高品牌喜好度，增强用

户粘度。

2015年公司将保证A.R.T.领先的商品交付周期，提高商品的性价比，全年共开发3个套系新品并调整部分产

品尺寸，增补完善产品线，开展定制业务。调研加盟商店需求，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开发并提供服务包。大力拓展

市场的同时加强加盟商运营督导，保证加盟商运营质量，建立品牌长期发展基础。 发现一批、培养一批、带动一

批“以做品牌为事业追求”的有信念的加盟商，与我们携手前行。 2015年计划新开自营店6家，加盟店60家。

3、ZEST———打造成为一个价值创造与价值共享的互联网品牌

ZEST是定位于线上（电子商务）销售品牌，将探索符合自身品牌定位的互联网模式，通过最简单的渠道通

路，实现线上销售，线下体验。 线上借助第三方平台，结合消费者的需求、互联网的特点和美克的优势，销售最简

单但是最极致的家具产品，线下建立最有意思的生态圈和生活场景。 通过可靠、高品质的原材料与制造、良好的

配送安装体验，为年轻人做出最简单但是最极致的家具产品，使家具也能像时装一样，千变万化。

（三）营销与批发@� � � � 2015年，SIC公司将成为一个在创新中增长、产品驱动的公司。 2015年SIC公司将

更名为CARACOLE，将聚焦现有Caracole系列产品,包括Caracole、Caracole轻型、Caracole黑标、康柏，并对Caracole

品牌进行延伸，努力将Caracole打造成为世界品牌。2015年SIC公司将成立设计与行销中心，促进研发和创新合一

的环境，实现从挖掘信息、构思、设计、打样、再思考、精致化、再打样、制造、销售的理想作业流程，做一个产品创

新驱动型的公司。 同时将推进网络销售工作，利用网络营销扩大市场规模和占有率。

2015年，A.R.T.将充分利用美国4月高点家具展扩大新品销售，加强国际客户渠道管理，扩大产品种类，力争

实现国际业务销售倍增目标；将加强美国本土重点区域销售团队建设，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客户渠道扩大销售规

模。 2015年将是A.R.T.进入设计师市场的起点，A.R.T.计划2015年与75位设计师开展合作，并针对设计师开发

“设计师的选择”标准工具包，邀请设计师和ASID（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会员参展，通过新的视觉展示和摄影

计划提升公司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的品牌形象。2015年，A.R.T.团队将积极开拓创新业务模式，提升S&OP（销售&

运营计划）流程，通过建立新的“整合业务流程IBP” ，及时了解客户需求，提高预测准确度，加强数据可视性和

透明度，为领导者决策和信息沟通提供平台。2015年，A.R.T.将对中国加盟业务给予大力支持，计划在4月来中国

开展美国生活周活动，在9月开展美国设计师中国巡展活动，充分利用A.R.T.资源优势服务于中国市场。

（四）转变成为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

互联网时代，客户越来越希望获得个人定制的讯息，这就要求企业要从以自身为核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客户

为中心的模式，要求企业打破组织壁垒，谁最接近客户，谁最接近企业价值最终变现的环节，谁就拥有话语权，

谁就可能成为组织的核心。

2015年，公司将加强生产现场的精细化管理，持续关注最基本的客户交付能力———品质与交期的改善。 要

赋予一线人员更大的权力，为营销和销售人员创造一个享有更多创造力和更大权力的环境，以达到更好的客户

满意度。 要调动后台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体验过程中各关键接触点的位置作为框架，来教育和帮助后台人员

培养出以客户为核心的思想和行为。 要建立可以影响每个业务单元运作方式的、 以客户为中心的绩效衡量指

标，使得每个以改善客户体验为目标的行为可以得到公平的回报。 从金字塔式、命令式的组织转变为扁平化、流

程化、数据化的团队，充分释放组织中人的价值创造能力。

在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竞争需要一个持续的再造过程，企业需要习惯于在执行今天的计划与开拓未来玩法

这两种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没有什么比对未来的憧憬，更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也没有什么比对梦想的描绘，更能

让我们心潮澎拜。 既然选择了远方的梦想，就要风雨兼程充满希望。 2015年，公司将通过品牌的创新、产品的创

新、技术的创新和服务的创新，打造卓越的客户体验能力，作为居室文化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中国人发现和享受

生活之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领略中国之美，实现专业打造生活品质，创新引领美好未来的远大梦想，成为一个

广受赞誉和尊敬的世界优质品牌。

2015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295,000万元，营业成本及费用总额266,000万元。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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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 投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

美克美家店面及新品牌店面装修

10,600

自筹

软件工程

?5,270

自筹

生产自动化项目

23,400

自筹

设备购置及新开店面设备 �

2,900

自筹

库房改造及工厂改造

9,560

自筹

合计

51,730

3.4�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2014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233,565,748.92元，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995,482,263.06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共计1,108,317,329.57元，其中，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767,248,720.27元。

公司拟以2015年1月7日限制性股票注销后的总股本646,462,419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

（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共计96,969,362.85元，剩余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项预案将提请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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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

订会计准则的有关事项，决定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不涉及对上年同期或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

额作出变更或调整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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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公司及受本公司控制的9家全资子公司，有关子公司的情况参见

公司年报全文中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减少了一家子公司，详见本附注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4.3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长：寇卫平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15-� 013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公司董事共9人，参会董事9人，其中董事寇卫平先生、

赵晶女士因出差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陈江先生主持，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度审计，2014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233,565,748.92元，

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995,482,263.06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共计1,108,317,329.57元，其中，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

利润767,248,720.27元。

公司拟以2015年1月7日限制性股票注销后的总股本646,462,419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

（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共计96,969,362.85元，剩余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预案

2015年，公司拟继续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

费68万元（不含差旅费）。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预案

2015年，公司拟继续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

30万元。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美克国际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项的议案

董事赵晶女士、黄新女士、张建英女士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美克国际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项的公告》。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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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克集团” ）通知，美克集团将其持有的60,000,000

股公司股份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46,

462,419股的9.28%，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3月26日，购回交易

日为2017年3月24日。美克集团办理此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是基于其经营性资金需求而进行，其经营收入可保

证购回交易等事项的按期履行。

美克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67,719,014股，截止目前，美克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质押254,54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9.37%,占美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95.08%），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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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解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3年5月

24日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1,46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本

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2014年5月26日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已进行第一次解锁，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2015年5月24日起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

有的限制性股票将可进行第二次解锁，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以下为具体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公司于2013年5月23日召开了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5月

24日，授予数量为14,600,000股，授予人数为81人。 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4、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事项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已满足，

第一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652,000股，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5月26日。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1）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2013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5.5%

，

2013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低于

1.5

亿元；

第二个解锁期

2014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5%

，以

2013

年为基数，

2014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5%

，且不低于

1.875

亿元；

第三个解锁期

2015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7.5%

，以

2013

年为基数，

2015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7%

，且不低于

2.355

亿元。

以上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在禁售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3年5月24日，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2010-2012年度的净利润平均水平

如下：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010 91,583,134.30 89,904,774.97

2011 196,382,709.57 180,742,892.04

2012 20,710,181.92 3,093,604.00

三年平均数

102,892,008.60 91,247,090.34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 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4亿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亿元，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7.97%，综上所述，201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符合解锁条件。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组

织公司人力资源部开展了激励对象2014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根据绩效考核报告，全部74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

度内均考核合格，符合解锁条件。（原81名激励对象中的7人因个人原因已辞职，公司回购并注销了前述7人已获

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美克家居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黄新 董事、董事会秘书

350,000 105,000 30%

2

张建英 董事、财务总监

350,000 105,000 30%

3

赵晶 董事、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30%

4

顾少军 副总经理

400,000 120,000 3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500,000 450,00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2,050,000 3,615,000 30%

合计

13,550,000 4,065,000 30%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12个月为锁定期，自授予日满12个月起至48

个月为解锁期。 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别在授予日起12个月、

24个月、36个月后分三期申请解锁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30%和30%。

至2015年5月24日，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两年锁定期即满，第二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占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认为：美克家居已履行了本次解锁现阶

段需要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已满足，尚待由美克家居统一办理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

期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一）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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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预案》和《关于续聘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

酬的预案》，公司拟继续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合计98万元（不含差旅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以上两项预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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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3月27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监事共3人，参会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甄靖宇先生主持，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与会监事认为：

1）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解锁条件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对于锁定期、解锁期、解锁条件等相关规定，对激励对象的年度绩效考核符合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第二期解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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