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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79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皇氏集团 股票代码 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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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晏 王婉芳 

办公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 65 号 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 65 号 

电话 0771-3211086 0771-3211086 

电子信箱 hsryhhy@126.com hsryhhy@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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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61,388.49 990,046,527.91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577,992.52 89,169,865.93 -1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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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627,496.56 75,087,015.25 -20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433,119.20 444,015,339.93 -12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6 0.1065 -18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6 0.1065 -18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3.21% 减少 5.8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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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904,417.09 5,614,956,627.75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2,293,927.09 2,750,193,721.53 -2.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5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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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嘉棣 境内自然人 31.40% 263,023,388 197,267,541 质押 161,875,000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8.03% 67,280,000 67,280,000 冻结 67,280,000

宗剑 境内自然人 4.00% 33,518,371 33,518,371 质押 33,499,800

徐蕾蕾 境内自然人 2.70% 22,640,630 17,417,952 冻结 22,640,630

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8,291,570 0  

银河创新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7% 3,139,000 0  

何海晏 境内自然人 0.33% 2,780,220 2,085,165  

冯俊晓 境内自然人 0.29% 2,429,879 0  

杨浩 境内自然人 0.22% 1,870,400 0  

颜宏镇 境内自然人 0.21% 1,760,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黄嘉棣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公司股东冯俊晓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29,879 股； 

2、公司股东杨浩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60,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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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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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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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健康（乳业）、快乐（影视）、信息大数据服务协同发展的理念，深化改革和

创新，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对已有销售市场继续精耕细作、巩固市场地位和

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业务模式创新、市场拓展以及核心产品的打造，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经

营计划的实施，公司乳业、影视、信息服务三大业务板块均平稳发展。 

 

    1、乳业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乳业板块继续优化产品结构和运营管理模式，采取合理控制库存水平，

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和实施精准营销等措施，巩固市场地位和区域竞争优势，华南智能工厂正式投入使用，

在产品质量提升、减员增效、节能减排、降低物料损耗及 MES 高效管理工具方面表现显著。充分利用华

南智能工厂、湖南优氏乳业、遵义乳业等新增产能项目、新市场的相继投入和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的契机，

公司乳品板块业务从奶源、产品生产、销售渠道、技术研发等各个方面推进产出效益，不断夯实业务根基，

为公司未来业绩的稳步提升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2、影视方面：报告期内，皇氏御嘉影视继续坚持精品电视剧的制作，主要投资及制作的剧目包括《誓

言》、《梦醒长安》、《超凡天赋》、《玫瑰与饼干》、《万魂镜之诛魔记》等多部电视剧，下半年将重点推进年

度大剧《梦醒长安》的拍摄和制作。 

 

3、在信息服务方面，公司继续推动在信息服务领域的扩展，促进筑望科技与完美在线在研发、服务

内容方面的整合及优化，以形成业务的互补和延展。完美在线短信、呼叫中心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园区云

客服产业落地并发展迅速。下半年，在稳步发展短信和呼叫中心业务的同时，将加大园区产业落地规模，

大幅提升坐席数量。 

 

受政策及行业环境因素的影响，面对子公司盛世骄阳有可能对公司今后经营及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对盛世骄阳 100%股权进行了转让，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盛世骄阳 100%股权转让已经完成相关工商变更及股权交割手续，公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到

交易对方支付的相应股权转让款，盛世骄阳已脱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大大降低了公司后续可能存在

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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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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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编制2018年1-6月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7年1-6月营业外

收入604,864.14元；调减2017 年1-6月营业外支出1,339,413.39元；调增2017年1-6月资产处置收益-734,549.25
元。 

②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 

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主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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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8 年 1-6 月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 户，为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西皇氏甲天下食

品有限公司；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 户，为云南皇氏来思尔智能化乳业有限公司。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嘉棣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