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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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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华集团 股票代码 6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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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智 付广超 

电话 010-63706008 010-63706008 

传真 010-63706008 010-63706008 

电子信箱 ir@jihuachina.com ir@jihua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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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826,862,068.58 18,705,752,179.68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58,911,737.30 10,878,230,382.4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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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82,315.61 -227,227,865.9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498,934,175.93 15,936,346,980.80 -1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206,711.16 419,088,881.17 2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40,843,618.87 328,996,345.42 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4.11 
增加 0.65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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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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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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33 2,558,457,000  无 

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25,843,000  无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增强 12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5 9,519,371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信托·稳健分层

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318C 期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0 7,599,500  

未知 

钱菊芳 境内自然人 0.17 6,519,200  未知 

田瑾瑜 境内自然人 0.14 5,357,258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3 5,173,632  

未知 

周雅美 境内自然人 0.13 5,131,525  未知 

陆仁荣 境内自然人 0.12 4,569,844  未知 

北京市隆达工贸集团 未知 0.12 4,490,7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新兴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为新兴际华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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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 2014 年的经营管理目标和要求，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在全力保持

主营业务平稳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创新，推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各项工作推进有序，为实现

全年经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4.99 亿元，同比下降 15.29%；

利润总额实现 6.48 亿元，同比增长 2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 亿元，同比增长

25.80%；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同比增长 27.27%。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 

     1、继续巩固基础制造业优势地位。全方位加大国际国内、军品民品市场开拓力度，着力巩固和

提升市场地位。在军队、武警部队采购中，公司所属各企业承揽各类军品订单在所有供应商相比较

中继续保持优势。民品收入利润率不断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2、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公司所属 3504、3512、3515、3517、3522、3542、新四五均已开展或

即将开展新生产基地建设，实现生产转移、升级及产品结构优化，同时可以启动对原有厂区土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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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业开发利用的规划编制工作。公司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继续稳步推进。 

      3、产业转型加快进程。公司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准备，对际华目的地中心项目正式审批通过，将

在重庆、长春两地率先启动项目建设。际华目的地中心项目是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投资建设标志着公司产业结构转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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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8,934,175.93  15,936,346,980.80  -15.29  

营业成本 12,406,104,347.16  14,868,272,577.95  -16.56  

销售费用 199,381,000.20  194,683,366.16  2.41  

管理费用 436,029,387.63  417,422,272.82  4.46  

财务费用 48,473,911.01  23,471,292.09  10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982,315.61  -227,227,865.94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645,046.57  -659,708,307.7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599,236.35  240,941,476.09  -21.31  

研发支出 94,998,972.42  88,314,500.56  7.5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受外部环境影响调整产品结构，缩减了低附加值产品的销售规模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随营业收入缩减而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职工薪酬、运输费、差旅费、办公费同比有所上升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职工薪酬、保险费、研发支出、各项税金、无形资产摊销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银行存款规模下降使得利息收入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存入定期存款有所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短期借款净流入同比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投入同比有所增加 

 

2、其它 

(1)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0 年 8 月 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5,700 万股，在《招股说明

书》中，公司披露的发展目标是"打造全球最强最大的军需品生产保障基地、全球最强最大的职业装

研发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强最大的职业鞋靴研发生产基地"。经过努力，在面对国际宏观经济持续调整、

贸易壁垒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公司在稳固国内军需品、职业装、职业鞋靴的研发生产优势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国际化经营模式，通过与国外公司在产业链主要环节的深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扩大了

际华集团的国际影响力，继续向打造"三个全球最强最大"的目标不断迈进。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1 年，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论证产品

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方式，提出并确立了"强二进三"发展战略，即在继续做强做大主业（制

造业）的同时，积极进入第三产业（制造服务业、商贸物流服务业等），努力打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

业协调发展、协同共进的主业布局。2014 年，公司各项工作在"强二进三"战略的指引下积极前行，

着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较好地克服了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以及行业发展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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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滞缓的不利因素，"强二进三"战略得到良好贯彻和有力支撑，并取得了较好效果，较好完成半年

度工作任务，为全年经营计划的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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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初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3 家，原因为： 

（1）2014 年 3 月，本公司子公司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武汉万盛置业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武汉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

限公司出资 5,100.00 万元，持有武汉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2014 年 5 月，本公司子公司际华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与意大利 CTC 合作社共同出资设立 JH 

CTC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 万欧元。际华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55.00 万欧元，

持有 JH CTC 股份有限公司 85%的股权，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3）2014 年 5 月，本公司与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重庆

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0 万元，目前实际出资 3,000.00 万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 2,700.00 万元，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出资 300.00 万元，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法定代表人：李学成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