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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36                                                    公司简称：澳柯玛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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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柯玛 6003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武 季修宪 

电话 0532-86765129 0532-86765129 

传真 0532-86765129 0532-86765129 

电子信箱 sunwu@aucma.com.cn dmb@auc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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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06,831,

716.17 

3,302,835,

384.37 

3,268,243,

681.29 

-8.96 2,928,021,

178.32 

2,891,481,

069.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91,048,79

9.19 

919,515,09

1.10 

919,515,09

1.10 

7.78 766,210,32

7.95 

766,210,32

7.95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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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478,49

4.64 

237,013,79

2.13 

237,013,79

2.13 

-114.55 3,268,344.

88 

3,268,344.

88 

营业收入 4,121,105,

677.49 

4,312,357,

399.66 

4,312,357,

399.66 

-4.43 4,002,827,

471.06 

4,002,827,

471.0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472,109

.90 

152,146,75

1.83 

152,146,75

1.83 

-53.02 164,574,91

5.45 

164,574,91

5.4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112,275

.63 

61,274,330

.41 

61,274,330

.41 

-3.53 69,339,256

.10 

69,339,256

.1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7.48 18.06 18.06 减少10.58

个百分点 

24.06 24.06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10 0.22 0.22 -54.55 0.24 0.2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10 0.22 0.22 -54.55 0.2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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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38,2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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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2.9207 292,750,380 0 质押 148,800,000 

刘光亚 其他 1.0994 7,498,795 0 未知   

李二军 其他 0.9237 6,300,001 0 未知   

栗琳 其他 0.7783 5,308,800 0 未知   

杨鲁予 其他 0.7257 4,949,694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

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749 4,602,997 0 未知   

胡海洋 其他 0.6524 4,450,000 0 未知   

李树芬 其他 0.5864 4,000,000 0 未知   

郝鹏 其他 0.5843 3,985,68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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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堂 其他 0.4723 3,221,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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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4 年度，公司以“推行 VCT，精益管理，创造价值”和“建网络、树品牌，强化终端，夯

实市场”为工作主线，加快产业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深入推行精益管理，全体员工奋发努力，

积极应对日益严酷的市场环境，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2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47.21 万元，

实现每股收益 0.10 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447.85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 30.07 亿元，净资产 10.51 亿元，资产负债率 65.05%，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45

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1、VCT 运营架构基本形成，推动经营平台专业化运营 

    近年来，公司全力打造 VCT 运营模式，打破研产销分离的组织架构，建立以销售为主导、研

产销协同的矩阵式组织运营新架构，建立从获取市场需求到满足市场需求的端到端的运营机制，

整合资源，推动平台化、专业化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白电 VCT 正式运营，标志着 VCT 运营架构基本形成，缩短了市场与总部的距

离，促进了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海外市场发展，公司调整了进出口运行机

制，将进出口公司平台化，香港电器公司、香港贸易公司成为公司进口业务、出口业务的主体，

取得了较好效果。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新开发了印尼、澳大利亚、台湾、斯里兰卡和赞比亚市场

的澳柯玛品牌代理，自主品牌出口量进一步提升。 

    2、加强国内营销管理基础工作，切实提升营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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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狠抓国内营销管理，取得了实质效果： 

    一是网络建设有新发展。2014 年公司及时调整网络开发方向，重点开发县级及以上市场；组

织各单位对现有网络进行了集中梳理，进一步明确各单位的重点发展方向；组织各单位编制了网

络发展三年规划，明确了 2015-2017 年网络建设规划思路与目标和 2015 年的重点网络建设发展规

划等。报告期内，公司制冷、电动车、生活电器等产业的网络数量及质量均得到了大幅提升。 

    二是营销方式更加多元化。2014 年公司在做好传统营销的同时，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大

力开发新兴销售渠道。电商分公司独立运营已满一年，京东冷柜销量占据第一的位置，并且洽谈

了国美在线、苏宁易购的代理商模式；生活电器电商建立了以精品专卖店为主、综合专卖店为辅

的淘宝分销体系，初步形成淘宝、唯品会、京东三大平台运营体系；各电商的营业增长率都在 100%

以上。同时，公司还充分利用电视购物模式，联合举办多场电视购物活动，取得了很好效果。 

    三是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2014 年公司进行了新 VI 标识全面更新应用，推进各卖场、专卖

店、产品包装等 VI 标识的更新，提升了公司新形象；积极实施媒介资源统一购买，在湖南卫视《爸

爸去哪儿》栏目投放广告、积极赞助青岛世园会等；同时，公司疫苗冷藏箱项目的每一步进展都

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得到盖茨基金会、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非洲有关国

家卫生部委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澳柯玛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3、加强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产品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各级科技奖项 10 项、市技术创新项目立项 23 项；9 个项目经过市级

评价，其中 3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4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申请各类专利 154 件（其中发明专

利 28 件），共授权 133 件（其中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 85 件）；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获得重新认

定通过，并被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工作。进行了澳柯玛物联网家电二期开发，将公司现

有冷柜、空调、热水器、洗衣机等产品纳入物联网管理；开展了条码、资产编码、RFID 码“三码

合一”等前沿性技术和相关项目的研究；匀直冷自动化霜冰箱、多路旁通单机自复叠制冷技术在

深低温保存箱上的研究与应用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究和储备了车载制冷系统关键技术，并已

经应用到公司新开发的电动保温车中，效果较为理想，为河南专用汽车公司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

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平台建设。青岛市超低温制冷技术重点实验室、青岛市制

冷模组工艺及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岛市商用冷链工程研究中心和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等创

新平台相继获批组建认定；这些平台的建立，对于公司做好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掌握行业技术

发展、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新品研发工作。在低温制冷领域，公司对低温保存箱、深低温保存

箱、药品阴凉箱、医用冷藏冷冻箱、平板速冻机等进行了开发和改造完善，已完成样机试制或进

入小批试产阶段，其中药品阴凉箱等已上市销售；与 Global Good 合作生产的疫苗储存箱已取得

世卫组织的 PQS 认证；研发成功被动式超低温埃博拉病毒疫苗储存箱 Arktek，首批已运抵西非埃

博拉防疫前沿进行试点。在传统制冷领域，公司全年累计完成新产品开发 40 多个大系列，涉及

100 多个型号，有效提升了公司产品竞争力。 

    4、强化精益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精益制造能力提升活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同时，公司通过实施

质量目标评价体系、质量内控监督审核、专项推进以及系统性质量改善等措施，不断降低产品质

量风险，各产品当年产品质量不良率均同比下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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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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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121,105,677.49 4,312,357,399.66 -4.43 

营业成本 3,140,794,401.86 3,373,736,612.50 -6.90 

销售费用 526,256,854.82 490,266,134.94 7.34 

管理费用 288,833,702.28 299,041,009.99 -3.41 

财务费用 49,428,151.05 41,293,520.26 1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78,494.64 237,013,792.13 -114.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229,118.98 -272,210,153.6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89,691.80 -32,568,663.86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12,113,397.26 110,889,777.83 1.10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公司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21,105,677.49 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4.43%。主要是制冷产业

和洗衣机产业营业收入分别较同期降低 6.99%、10.68%，电动车产业受市场整体持续低迷影响，

营业收入较同期降低 26.39%。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合计 332,519,892.70 元，占营业收入的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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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况 

说

明 

家用电器

制造及电

动车 

原材

料 

1,819,976,842.01 89.52 2,329,799,295.47 90.51 -21.88   

家用电器

制造及电

动车 

人工 124,196,579.30 6.11 147,875,424.52 5.74 -16.01   

家用电器

制造及电

动车 

折旧 22,241,508.09 1.09 23,064,523.15 0.90 -3.57   

家用电器

制造及电

动车 

能源 23,492,187.30 1.16 26,755,678.32 1.04 -12.20   

家用电器

制造及电

动车 

其他 43,073,613.57 2.12 46,658,312.29 1.81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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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 2014 年度向前 5 名供应商采购合计 1,411,756,595.04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37.92%。 

 

4 研发支出 

(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112,113,397.26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合计 112,113,397.26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10.67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72 

 

5 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78,494.64 237,013,792.13  -114.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229,118.98  -272,210,153.6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89,691.80  -32,568,663.86  不适用  

 

6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① 本期营业收入略有降低，毛利率略有增长，虽然三项费用较同期增长，但收入扣减成本、营

业税金及附加、三项费用的直接营业利润较同期增加 517 万元。 

② 公司本期投资收益降低，影响利润减少 813 万元。 

③ 营业外收支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87.84%，影响利润减少 7663 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按协议约

定确认了债务重组收益 7740 万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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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冰柜、

冰箱 

2,608,927,579.37 1,883,043,226.05 27.82 -6.99 -8.67 增加 1.33

个百分

点 

电动车 443,004,523.85 391,983,336.26 11.52 -26.39 -30.54 增加 5.28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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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自动售

货机 

30,205,235.29 25,378,194.65 15.98 35.96 47.85 减少 6.76

个百分

点 

小家电 144,695,493.50 110,611,004.56 23.56 22.37 20.18 增加 1.39

个百分

点 

厨洁具 322,878,857.53 234,268,295.07 27.44 21.95 18.41 增加 2.17

个百分

点 

洗衣机 227,795,026.69 198,118,163.39 13.03 -10.68 -10.94 增加 0.26

个百分

点 

其他 202,440,987.01 171,234,887.12 15.41 50.50 52.51 减少 1.12

个百分

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出口 432,934,388.63 -9.70 

国内 3,547,013,314.61 -4.7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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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12,586,761.04 10.40 476,251,690.03 14.42 -34.37 归还债务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02,629,308.62 3.11 -100.0

0 

本期到期全部处

置 

应收账款 216,740,297.79 7.21 166,456,406.03 5.04 30.21 应收集团消费客

户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4,187,825.21 3.13 69,508,311.22 2.10 35.51 对外借款增加 

在建工程 1,166,007.55 0.04 2,288,334.60 0.07 -49.05 部分工程完工转

资所致 

递延所得税 33,216,535.61 1.10 22,300,394.11 0.68 48.95 可抵扣暂时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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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异及可抵扣亏损

增加 

应付票据 319,000,000.00 10.61 626,405,000.00 18.97 -49.07 本期到期归还及

票据开具减少 

其他流动负

债 

201,498,183.33 6.70 301,481,250.00 9.13 -33.16 期初短期融资券

归还及新借金额

减少 

长期借款     30,000,000.00 0.91 -100.0

0 

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25,756,758.36 0.86 17,037,505.88 0.52 51.18 融资租赁业务增

加 

递延收益 100,310,032.54 3.34 62,035,246.15 1.88 61.70 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增加 

少数股东权

益 

59,783,949.88 1.99 9,384,996.84 0.28 537.02 本期新增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东

投入 

 

（五） 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拥有

一支由制冷技术、环保节能技术等专业人才和国内外专家组成的技术研发队伍，在深冷速冻、超

低温、精确控温等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已成功推出行业内首台“变频冷柜”、“物联网冷

柜”以及“人工智能冷柜”等产品；公司 50 个系列产品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等各类科技奖项，

30 余项产品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火炬计划等国家级项目，主持、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 20 余项。 

2、规模优势:公司为国内冷柜生产经营的龙头企业，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冷饮冷食配套产

品供应商之一。澳柯玛冷柜产品在家庭、商业、医学、饮食服务等多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作为中国冷柜出口领先的企业，澳柯玛正以制冷专家的高度赢得世界的瞩目。 

3、人才优势:公司拥有优秀、敬业奉献、团结稳定的管理团队及员工队伍，拥有多年发展建

立起来的家电业资深管理经验，拥有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推动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4、品牌优势：“澳柯玛”品牌已有 20 多年历史，知名度高并深受消费者信赖，“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企业信念更是早已深入人心；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出口免

验企业”等众多殊荣，“澳柯玛”品牌价值正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六）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加快产业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强化 VCT 机制，

完善创新体系，夯实基础，加强协同，不断提高市场反应速度。2015 年公司主要经营目标为：实

现营业收入 44 亿元，成本费用总额 43.2 亿元。 

为实现上述工作要求及目标，2015 年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继续推进和完善 VCT 运营机制建设，强化平台建设，深化自主经营 

    在 VCT 运营机制建设方面，公司将继续加大推进 VCT 机制建设的力度，在白电 VCT 内积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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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单位树立大局意识和“一盘棋”的观念，真正实现全价值链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同时，公

司将把 VCT 激励人员范围由管理层扩展到各单位中层,不断强化价值链身份认同和激励。 

在强化平台建设方面，公司将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策略，加快推进财务中心、采购平

台、形象促销管理平台、基建后勤平台、人力资源平台、服务平台、物流平台等平台的建设，不

断提升平台战略、统筹、监督和管理能力；同时，商务公司将在确保大区自主经营的基础上，发

挥好总部和平台的指导监督支持作用，前后方真正形成合力，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竞争有力的

组织。 

    在深化自主经营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自主经营机制，深化人人面对市场、人人经营市场，

人人创造价值、人人分享价值的人人经营自己、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平台机制。 

    2、狠抓营销基础工作，解决制约发展的首要问题 

    2015 年，公司将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抓网络建设，抓终端掌控，抓新品出样，抓形象提升，

抓导购促销，抓广宣提升。 

    网络建设方面，一是抓好乡镇网络提升优化工作，抓好中心乡镇的建设、维护与提升；二是

集中精力与资源进行县级及县级以上网络开发和渠道建设，尤其是卖场系统的开发，对卖场不发

达地区，尝试以“专卖店”模式进行网络覆盖；三是稳妥进行网络扁平与细化工作，将网络做深、

做细、做透，提高终端掌控力；四是利用各种资源推进一级网络建设。 

终端掌控方面，将重点推行掌控终端行动，加大对终端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将其列为业务人

员的主要工作，不断强化终端对品牌的直接感受和信赖度、忠诚度。 

新品出样方面，一是建立并推行产品上市策划，将产品上市管理程式化、规范化；二是根据

各产品销售特点，制定出样鼓励政策，引导经销商出样；三是增强出样管理力度，强制出样，对

业务人员加强出样考核，加大对经销商出样的管理力度。 

网络形象提升方面，一是针对新网络，根据不同渠道特点，分级分类进行网络形象管理；二

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重点老网络的形象提升。 

导购促销方面，一是加强导购员团队建设，制定完善的导购员培训体系，提升业务能力；二

是建立导购员动态评价考核体系，完善薪酬管理，奖优汰劣；三是进一步强化总部对大型促销活

动的组织和支持力度，统一组织促销活动。 

广宣提升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总部对广宣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丰富广宣形式，充分利用

电视、网络、户外广告、自媒体和日常促销活动等，强化对澳柯玛品牌的宣传推广。 

3、加强产品创新，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产品创新方面，一是完善产品企划工作，按照事前算赢原则，建设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二是加强基础技术开发，要在变频、节能、无霜、新材料替代等行业共性技术上实现突破；三是

做好产品的差异性、创新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四是强化技术平台建设和使用，2015 年青岛

市超低温制冷技术重点实验室、青岛市制冷模组工艺及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要进入

实质运行阶段，提升公司基础技术水平，促进产品创新。 

    产品质量方面，牢固树立“质量红线”、“宁丢市场，不丢品质”意识，根据市场需求，加强

质量内部管控。 

    4、加强成本和费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 

    成本费用控制方面，一是牢固树立成本费用控制意识，做好统一规划，制定控制标准，实现

预算刚性管理；二是加强过程控制，建立分析制度，按照项目做好细化分析。 

    经营效率提升方面，一是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高度重视资产周转和产

出效率；二是做好生产效率提升，实现制造能力升级；三是不断完善人力资源效率评价及管理制

度，持续提升人力资源效率。 

    5、大力推行“客户导向，品质第一”的价值观，加强内部协同，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是引导全体员工牢固树立“客户导向，品质第一”的价值观，人人“当好市场服务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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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内部协同，管理部门简化流程，分权授权，加强监控、支持和协同，提高效率；三是加强

客户客情管理，建立规范的客情管理制度，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建立起规范有效的客情关系。 

    6、完善指导、激励和考核措施，促进政策落地执行，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2015 年公司将着力解决落地执行的问题。一是完善公司培训制度，加强对员工的指导，帮助

员工正确理解公司的政策措施，掌握新的工作方法，促进政策落地；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司绩效管

理体系，将支持平台和职能部门纳入到绩效管理之中，协助各单位形成内部独立的战略监控执行

考核制度，加强经营计划和二级 KPI 指标的监管，推行月度评估，严格管理，坚决落实；三是加

强职能部门对工作的催办、督办，增强各部门工作的系统性和规范化。 

    继续大力推进公司人才队伍建设。一是根据公司《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实施意见》开展系统的

后备人才培养使用工作；二是将人才培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支持；三是建立长短结合、内外兼顾的人才培养制度。 

    7、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015 年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切实提高执行力，

推动公司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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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 号、7 号、8 号、10 号、11 号、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

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 年修订）》

（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要求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

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公司已按照上述新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等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同时根据有关衔接规定进

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影响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净利润、净资产，主要影响比较期间资产负

债表项目的列报。具体影响详见本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中“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

的影响”部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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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共 29 家；与上年相比，

本年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 2 家，分别为 2014 年 5 月公司与青岛京山轻机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青岛澳柯玛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55%，自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及 2014 年 11 月公司组建河南澳柯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自设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