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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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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 股票代码 6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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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龙 殷勇 

电话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传真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电子信箱 dfjt@orientgroup.com.cn dfjt@orient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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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16,939,247,649.05 14,815,111,097.85 14.34 13,004,441,84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422,273,777.52 7,345,809,899.07 14.65 6,404,447,11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91,957,196.93 -809,993,233.41 不适用 25,406,374.46 

营业收入 8,224,434,162.70 6,472,701,807.19 27.06 4,114,325,24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1,061,087.57 950,755,419.98 9.50 746,207,97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96,578,121.67 814,458,645.79 22.36 333,733,75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20 13.82 

减少 0.62 个百

分点 
12.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46 0.5704 9.50 0.4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46 0.5704 9.50 0.4477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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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39,6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37,898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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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98 466,346,232 

 
质押 466,300,000 

 

肖洪林 未知 1.07 17,892,51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

三组合 
未知 0.62 10,266,655 

 
 

张宏伟 
境内自然

人 
0.52 8,691,57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未知 0.48 7,999,981 

 
 

陈锦亮 未知 0.45 7,444,6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3 7,173,621 
 

冻结 16,800 
 

中国人寿保险 (集

团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0.43 7,169,94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未知 0.42 6,999,918 
 

 

苏辉南 未知 0.38 6,273,3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母公司,张宏伟系公司董

事长。 

2、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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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24 亿元，同比增长 27.06%；实现营业利润 10 亿元，同比

增长 18.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1 亿元，同比增长 9.50%；实现基本每

股收益 0.62 元/股，同比增长 9.50%。 

    1、现代农业产业  

    2013 年，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公司投资成立了东方粮仓有限公司并对下属农业产

业各公司进行整合。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公司农业板块完善了园区功能建设，加大了粮食贸

易经营量，开展了营销推广活动，拓展了仓储基地业务，东方粮仓正在向一流的农业企业目

标迈进。2013 年，公司着力打造东方品牌农业，东方香米"天地道"品牌产品荣获"黑龙江省

消费者最喜爱的 100 种绿色有机食品"称号，东方香米"天缘道"注册商标被认定为黑龙江省

著名商标，东方粮仓下属公司东方粮仓五常稻谷产业公司荣获"2013 年黑龙江质量奖"。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04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0.4 亿元。同时，在黑龙江优质水

稻主产区五常地区进行了土地流转，一期流转核心主产区 12000 亩土地，为公司掌控优质水

稻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稻谷产业方面 

2013 年，东方粮仓五常稻谷产业公司经产业调整，完善了东方粮仓农业产业链条体系，

目前下辖五常园区、方正园区、肇源园区、农业示范园区、种业科技、研发中心六大经营主

体，业务涵盖了稻谷精深加工、种业育繁推、科技农业展示、新产品研发等业务范围。其中，

五常园区开通了铁路专用线，破解了运输瓶颈，肇源园区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具备了生产加

工能力；农业示范园区（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完善了功能布局，建成了智能催芽车间、

立体育秧工厂、育秧大棚、综合办公楼、农机库、农资库，被黑龙江省列入省级高科技农业

示范区；种业科技方面，已经送审国家级区域试验品系东方 5262、香型水稻品种东方 06-79、

东方 429 水稻品种已经进入省级审定阶段；科技研发方面实现了全脂稳定米糠产品项目突破，

获得了全脂稳定米糠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设备两项国家专利，全脂米糠产业化项目被国家发

改委列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项目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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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粮贸易方面 

2013 年，东方粮仓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完善了港口中转仓体系建设，与锦州港、

大连港、鲅鱼圈港开展了深度合作，通过贸易联合体的合作开发，采购网络遍及黑龙江、辽

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销售渠道拓展至山东、福建、广东、浙江等南方销区市场，形成

了集粮食收购、烘干、仓储、中转、销售于一体的贸易产业链条。在 2013 年，贸易公司与

南方十余省市签订了粮食购销合同，利用北粮南运机遇，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扩大在南方

粮食主销区的市场份额 

（3）营销工作方面 

2013 年，东方粮仓进一步明确了业务方向，主打品牌米销售业务、电商业务、物流体

系业务、连锁加盟店业务，按照不同的业务模块重新进行了组合调整。2013 年，东方粮仓

完成了全国八大销区布局以及 13 个城市办事处体系建设，与 50 家实力经销商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东方香米铺市 3000 家大中连锁超市卖场，全年执行神州系列市场推广活动共计 2048

场次，通过店销、写字楼、社区、路演 4 大形式，覆盖了 12 个城市，人次超过 314.6 万人；

完成了全国 8 家知名电商上线业务，同时自建了采购和运营平台；连锁加盟店北京东方粮仓

1 号店开业，主营东北绿色有机食品；物流体系建设也已初步形成。 

（4）储备物流方面 

 粮食仓储物流基地作为重要的粮食流通节点，在掌控粮食资源，降低流通成本，控制粮

食质量，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等方面已经成为粮食经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13 年，东方粮

仓启动了仓储基地项目建设，在垦区 291 农场开展了益源仓储建设项目，在 597 农场开展了

清源仓储建设项目。同时，东方粮仓启动了中转仓容建设工作，对锦州港、鲅鱼圈港、丹东

港和大连港建设中转仓容的可行性进行了调研。东方粮仓储备物流体系将逐步打造以东北粮

食产区为基地，以北方港口为中转枢纽，以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为主要集散

地的现代粮食购销网络体系。 

2、加工业 

2013 年国际金银价格，整体仍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国内供大于求的关系继续加剧。

2013 年，银海金业在整体行业下行的环境下，完成了全年的生产经营指标，但由于价格原

因，仅实现营业收入 1,908.84万，同比下降 71.67%。2013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58.55

万。 

    3、金融业 

2013 年，公司参股的民生银行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深入

贯彻落实"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高端客户银行"三大战略定位，紧密围绕"特色银

行"和"效益银行"的经营目标，按照年初制定的"把握形势，严控风险，深化改革，全面创新

"的整体方针，全力推进战略转型，加快经营方式转变，持续优化经营结构，不断提高运营

效率，资产质量保持稳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报告期，民生银行实现资产总额 32,262.1

亿元，同比增幅 0.44%，营业收入 1,158.86 亿元，同比增幅 12.3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2.78 亿元，同比增幅 12.55%。 

4、港口交通业 

2013 年，在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增速下滑的形势下，锦州港背负着空前的市场压

力和财务压力，港口货源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集装箱受地方政策影响继续亏损运行。同时，

港口建设的投入、折旧和财务费用增加，使锦州港的盈利能力增长缓慢。面对上述严峻形势

和港口运营的困难局面，锦州港在其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逆境

自强、砥砺前行，继续坚持"亿吨大港、能源先行、合作联动、港城共荣"的总体发展思路，

在资本运作、生产营运、港口建设、项目拓展、内部管理等方面，聚焦重点，攻克难点，化

解热点，抢抓节点，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经营指标和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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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报告期内，锦州港实现营业收入 184,463.03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469.38 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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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224,434,162.70  6,472,701,807.19  27.06  

营业成本 7,918,141,069.74  6,106,570,708.73  29.67  

销售费用 72,725,753.05  265,894,510.09  -72.65  

管理费用 172,910,609.45  179,764,543.34  -3.81  

财务费用 422,428,673.76  382,139,851.87  1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1,957,196.93  -809,993,233.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6,299,460.29  -85,479,856.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50,667.44  398,719,049.09  -75.46 

研发支出 975,439.49  
  

 

2、收入 

(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公司 2013 年营业收入实现 82.24 亿元，同比增长 27.06%，主要为本年东方粮仓销售规

模增加所致。 

 

(2)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2013 年前 5 名销售客户实现销售收入 27.14 亿元，占全年销售总额的 33%,主要为东方

粮仓与国内一些较大的粮食贸易商开展购销业务形成的。 

 

3、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粮油购销 
粮油原材料、人工

费用、制造费用 
7,875,763,441.29 99.46 5,841,696,631.00 95.66 34.82 

建材零售 
建材原材料、人工

费用   
213,194,772.02 3.49 

 

工矿企业 
工矿原材料、人工

费用、制造费用 
41,392,343.43 0.52 46,728,141.82 0.77 -11.42 

粮油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费用：本年粮油业务销售规模增加 

建材原材料、人工费用：本年公司已将东方家园有限公司转让 

工矿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费用：本年矿产品销售规模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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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用 

报告期销售费用 72,725,753.05 元，同比减少 72.65%，主要原因为：主要为本期较上年

同期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5、研发支出 

(1)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0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975,439.49 

研发支出合计 975,439.49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0.01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01 

 

6、现金流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360,702,717.17 元，同比增长 21.60%，主要为子

公司东方粮仓本年实现收入增加所致。 

   （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2,797,340.10 元，同比增长 43.45%，主要为

往来款增加所致；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2,578,260.68 元，同比下降 43.26%，主要为本

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所致。 

   （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26,146,617.76 元，同比下降 17.24%，主要为民生银行

本期股权分红款比上年减少未所致。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60,922,155.61 元，同比增

长 149.65%，主要为东方粮仓园区项目建设所致。 

    (6)投资支付的现金 2,776,846,038.00 元，同比增长 279.82%，主要为本期预付购买国开

东方股权款、投资民生蓝天、民生电商及购买民生银行可转债所致。 

 

7、其它 

(1)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始终坚持以投资控股型企业发展模式为定位，进行多元化投资，充分把握市场机遇，

适时调整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以实现公司良好业绩.未来仍以资源投资运营为发展模式，

通过推动企业战略联盟的创新与管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有核心产业，以实

现公司投资的多元化、规模化以及经营管理的专业化。 

报告期内，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24 亿元，同比增长 27.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41 亿，同比增长 9.50%，较好的完成了 2013 年经营目标。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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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增

减(%) 

比上年增

减(%) 

年增减（%） 

粮油购销 8,191,983,851.07 7,875,763,441.29 3.86 35.17 34.82 
增加 0.25 个

百分点 

工矿企业 19,088,417.96 41,392,343.43 -116.85 -71.67 -11.42 
减少 147.5

个百分点 

粮油行业，营业收入 8,191,983,851.07 元，同比增长 35.17%，营业成本 7,875,763,441.29

元，同比增长 34.82%，主要为公司子公司东方粮仓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工矿企业，营业收入 19,088,417.96 元，同比下降 71.67%，营业成本 41,392,343.43 元，

同比下降 11.42%，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银海金业本年销售规模大幅下降所致。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9,185,000.00 2 
   

应收账款 156,764,288.17 0.93 233,465,556.91 1.58 -32.85 

应收股利 13,551,999.99 0.08 9,600,000.00 0.06 41.17 

其他应收款 130,626,516.41 0.77 1,013,863,295.19 6.84 -87.12 

在建工程 428,118,696.64 2.53 77,696,298.79 0.52 451.02 

无形资产 1,886,722,180.01 11.14 106,377,824.64 0.72 1,673.60 

商誉 97,610,141.52 0.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364,256.65 0.23 29,962,827.90 0.20 31.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0,243,090.27 1.12 
   

短期借款 5,216,000,000.00 30.79 3,469,050,000.00 23.42 50.36 

应付账款 61,396,533.71 0.36 419,154,530.30 2.83 -85.35 

应付职工薪酬 3,712,426.85 0.02 8,381,699.76 0.06 -55.71 

应交税费 7,821,068.28 0.05 21,143,444.95 0.14 -63.01 

应付利息 
  

40,323,921.45 0.27 
 

其他应付款 135,730,918.67 0.80 84,298,040.15 0.57 61.01 

其他流动负债 
  

998,143,835.62 6.74 
 

长期借款 1,220,000,000.00 7.2 736,000,000.00 4.97 65.76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司购买民生银行短期可转债 

应收账款：公司子公司东方粮仓加强销售回款管理使客户欠款减少 

应收股利：应收联营企业民生银行分红款因质押未解除，未收到的股利增加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公司将子公司东方家园转让，不再合并其报表所致。 

在建工程：子公司商业投资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大成饭店增加的大成饭店工程项目 

无形资产：子公司商业投资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大成饭店增加的土地使用权 

商誉：子公司商业投资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大成饭店 

递延所得税资产：子公司商业投资增加坏账准备计提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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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系公司子公司东方粮油本年预付五常市农户土地流转款项所致 

短期借款：公司本部及子公司东方粮油通过短期借款融资增加 

应付账款：公司将子公司东方家园股权转让不再合并其报表以及子公司东方粮油采购款

本期结算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公司将子公司东方家园股权转让不再合并其报表 

应交税费：公司将子公司东方家园股权转让不再合并其报表 

应付利息：公司将短期融资券全部偿还并支付全部已计提利息 

其他应付款：公司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大成饭店转入 3 年以上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公司将短期融资券全部偿还 

长期借款：公司本部增加长期借款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以集团多元化为总体发展战略，目前投资的业务范围涉及现代农业、银行、证券、

港口交通等多个领域，通过抢占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逐

步形成稀缺的、不可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1、资源的优势 

农业产业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东北粮食大省的资源优势及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地理优

势，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了种子培育、种植基地和高科技示范园、

精深加工园区、农业科研、产品营销、仓储物流一体化的具有东方独特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2012 年获得"中国十佳粮油集团"荣誉称号。2013 年，为加大公司在农业领域资源的

掌控优势，公司在黑龙江水稻主产区五常地区进行了一期土地流转，目前已流转核心主产区

12000 亩农田，同时，公司计划在五常、方正、肇源等黑龙江粮食主产区进一步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掌控资源优势。 

港口交通业务方面，锦州港地处环渤海，具备一定的地理优势，并拥有丰富的粮食、油

品、煤炭等货源优势。锦州港连续十年保持"内贸玉米中转第一大港"的地位，临港地区已形

成一个完善的粮食贸易市场，粮食交易活跃；锦州及辽西地区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石油化工

生产加工和物流基地，同时锦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也已开工建设，为锦州港打造成中国

北方油品大港奠定有利的基础和条件；北煤南运通道的形成，为锦州港提供了稳定的货源保

障。未来锦州港将充分利用大股东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形成联动发展，从而巩固其"内贸玉

米中转第一大港"的地位。 

2、产业结构的优势 

公司通过多元化投资，目前已在现代农业、银行、证券、港口交通等行业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和实力。公司将通过搭建专业投资平台，明晰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致力于在所涉足的

各行业之间实现互联、互补、互动的协同效益。互联是指各产业关系间已构建起互相联系并

互相支持的完整的网络系统；互补是指各产业业务关系优势互补，在公司内自成体系；互动

是指各产业间虽各有分工，但在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统一规划下，以公司每一时期重点工作

为主线良性互动，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发挥各产业板块的协同效应，从而使整体综合效益倍

增。 

3、管理的优势 

    公司通过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步伐，逐步完善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了集团经营业绩和投资收益

的显著提升。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拥有了一定规模并富有竞争力的经

营管理队伍。公司重视人才培养，广招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有效提高了各级管理人员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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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管理水平。公司已建立了适合公司实际状况、较为完善的考评及激励机制，为提高经营

效率，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0190 
锦州

港 
254,351,725.04 15.39 895,880,761.10 57,249,654.55 865,758.68 

长期股权

投资 
购买 

600016 
民生

银行 
186,199,875.37 3.13 6,300,100,708.93 1,324,953,384.86 34,629,677.14 

长期股权

投资 
购买 

合计 440,551,600.41 / 7,195,981,470.03 1,382,203,039.41 35,495,435.82 / / 

 

(2)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持有数量

（股）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期末账面 

价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中国民族证

券有限公司 
209,500,000 209,500,000 4.67 151,500,416.07 

  

长期股权

投资 
购买 

合计 209,500,000 209,500,000 / 151,500,416.07 
  

/ /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投资类型 资金来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

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

涉诉 

民 生 银 行

可转债 
自有和贷款 民生银行 7,867,390 无 可转债 

 
41,287,265.80 否 

2013 年 3 月 15 日公司购入民生银行可转债份额为 7,867,390 张，金额 786,739,000.00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出售 4,367,390 张，实现投资收益 41,287,265.80 元。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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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主要的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年末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本年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锦州港股份有限

公司 
港口作业 200,229.15 1,119,838.47 563,353.91 184,463.03 15,469.38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 2,836,619.27 322,621,000.00 19,771,200.00 11,588,600.00 4,227,800.00 

 

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  

                                                                              单位：

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年末资产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本年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东方粮仓有限公

司 
粮油购销  90,000.00 484,253.53 89,845.57 820,434.57 3,950.49 

东方集团商业投

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105,000.00 450,469.28 104,194.55 0 -803.07 

 

对主要子公司和参股公司分析见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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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公司将坚持对金融、港口交通的投资，加大对现代农业、城镇化建设、高科技产业

及酒店置业领域的投资，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投资者获得长期而稳定的回

报，继续强化公司实业与股权投资并举的发展格局。 

    现代农业产业将成为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子公司东方粮油

充分把握市场机遇和发挥地域优势，适时调整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

逐步完善农业产业链布局，现已成为国家在农业产业化领域重点扶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和行业标杆企业。初步建立了以"农业科研、种子研发、种植基地、精深加

工园区、产品营销、物流配送等六大业务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体系，通过土地流转，

进一步加强对优质土地资源的掌控，未来东方粮仓将努力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并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于世界高端粮油食品品牌领导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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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始终坚持以投资控股型企业发展模式为定位，进行多元化投资，充分把握市场机遇，

适时调整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以实现公司良好业绩.未来仍以资源投资运营为发展模式，

通过推动企业战略联盟的创新与管理，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有核心产业，以实

现公司投资的多元化、规模化以及经营管理的专业化。 

 

(三)经营计划 

2014 年，公司将依靠战略联盟、产业创新提升各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考虑到国内外

综合经济环境和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 2014 年预计实现经营收入 80 亿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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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在各领域的投入对于资金需求较大，为完成 2014 年的经营计划及项目投

资计划，拟通过自有资金、商业银行贷款及资本市场融资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解决。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相关性较高，金融和港口

交通等行业受国民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较大。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和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下，公司所在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若经济周期下行导致国民经济

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居民消费的需求量减少，则可能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

及经营活动带来一定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业绩下滑或波动的风险。 

    2、市场竞争的风险 

公司的农业产业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实现了较高的营业收入水平，但该公司尚处

于发展初期，投资较大，盈利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公司经营品种较少、高端米的经营量

小，品牌还没有有效树立，全国品牌米的销售网络正在日趋完善，品牌米还未形成更大的规

模销售。而目前的粮油市场上品牌集中度较低，给公司带来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公司参股的港口业面临着一定的市场压力。中国经济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会

逐渐转为中速发展模式；受之影响，港口将步入缓步增长期。当前我国转变能源消费结构以

及治理大气雾霾措施的出台，清理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过剩产能的举措，以煤炭为重要

货源的锦州港将面临严峻的市场形势。 

3、管理风险 

公司经营范围广，涵盖现代农业、金融业、港口交通业等领域。多元化的发展导致公司

人员工人数及下属分支机构的数量也随之增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日趋复杂。开展多元化

经营虽然有有助于公司分散风险，提高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但也会造成公司人、财、物

等资源分散，管理跨度大，提升了管理的难度，使得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三、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一)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二)董事会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三)董事会对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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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2012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在《公

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增加了关于现金分红的实施条件、分红比例、利润分配方案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28 日《东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程的公告》和 2012 年 10 月 17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在《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增加了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综

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

因素，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

详细披露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不适用 

 

(三)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

送红股

数（股）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 10

股转增

数（股） 

现金分红的

数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3 年 0 0.3 0 50,004,161.22 1,041,061,087.57 4.8 

2012 年 0 0 0 0 950,755,419.98 
 

2011 年 0 0 0 0 746,207,9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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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直接控制子公司 1 家，二级子公司 3 家，三级子公司 3 家，四

级子公司 1 家。 

2、 本年减少纳入合并范围的直接控制子公司 2 家，三级子公司 1 家。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名称 变更原因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东方粮仓有限公司 新设 89,845.57 3,950.49 

东方粮仓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19,992.39 -7.61 

东方粮仓储备物流有限公司 新设 20,004.72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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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购买 111,064.98 4.96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清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新设 5,001.82 1.82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益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新设 4,998.81 -1.19 

东方集团龙江丰厚源粮食有限公司 新设 1,000.15 0.15 

北京东方九龙香稻食品有限公司 购买 420.51 -70.50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名称 变更原因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东方家园有限公司 处置 30,101.37 -6,322.12 

东方家园（上海）有限公司 处置 10,763.32 -1.53 

东方集团西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处置 166.80 -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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