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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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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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汽集团 6030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有斌

电话 0898-65380618

传真 0898-65343943

电子信箱 hqgfd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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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51,418,415.93 1,456,024,212.90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31,999,174.60 698,760,398.61 4.76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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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73,430.34 141,408,717.92 -27.25

营业收入 583,029,291.36 664,559,619.20 -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055,283.39 50,211,229.90 -2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358,213.96 47,377,388.22 -1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7.74 减少 2.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2.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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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 142,200,000 142,200,000 无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 59,250,000 592,500,000 未知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 11,850,000 11,850,000 未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 11,850,000 11,850,000 未知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 11,850,000 11,85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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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

其影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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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是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海南海汽器材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物流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旅行社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是

白沙海汽出租车有限公司 是

文昌海汽出租车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出租车有限公司 是

琼海海汽出租车有限公司 是

三亚海汽场站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是

三亚海汽平海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是

屯昌海汽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是

三亚海汽新起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是

海南金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港口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 是

三亚海汽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是

屯昌海汽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是

海南省际运输有限公司 是

三沙海汽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是

儋州海汽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是

琼中福祥客运有限公司 是

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是

海南海汽贵宾车队有限公司 是

海口安驭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是

海南禾悦商贸有限公司 是

海口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琼海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三亚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儋州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屯昌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是

保亭海汽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是

琼中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乐东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五指山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澄迈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白沙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是

海南琼粤直通快速汽车有限公司 是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证券代码：603069� � �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4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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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8 月 28 日召开年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期限不得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并在上

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99 号”《关于核准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9,000,000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3.82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1,78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28,

892,563.1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72,887,436.9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全部到

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485 号《验

资报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和保荐机构金元证

券于 2016 年 7 月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共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时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额（万元） 用途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

898900040110708 21,782.60

班线客运车辆更新

项目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

8115801011500015289 6,092.41

琼海市汽车客运中

心站改建项目

上述存入募集资金 278,750,100.0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5,862,663.10 元后（其中：律师费

300,000.00 元； 审计及验资费 1,540,000.00 元； 信息披露费 3,650,000.00 元； 证券登记费 316,

000.00 元； 上网发行费及印刷费 56,663.1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2,887,436.90

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已使用 45,939,242.45 元(包括支付发行费用审计费 1,390,000.00 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232,810,857.55 元（不含利息）。

三、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并适时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在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决议有效期内，上述购买额度可滚动使用，公司将做好相关统计工作。

（二）投资期限

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三）现金管理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现金管理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

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总经理办公会）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审批及合

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内审部负责监督和审计。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有效。

（五）信息披露方面

公司在每次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内容包括该次购买现金

管理产品的额度、期限、预期收益等。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进行上述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不超过 20,000 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对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办理银行结

构性存款或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

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

额度。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海汽集团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事宜、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独立意

见；

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69� � � �公司简称：海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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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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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股份 600257 洞庭水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电话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 348号泓鑫桃林 6

号楼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 348号泓鑫桃林 6

号楼

传真 0736-7252796 0736-7252796

电子信箱 TJDHGF@163.com yangbo9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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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02,047,195.58 1,503,634,426.13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52,875,929.32 745,539,082.22 0.98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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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2,068.43 -51,019,772.40 0.11

营业收入 343,615,347.50 321,002,891.52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36,847.10 6,962,786.42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6,265.02 2,157,242.26 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5 0.92 增加 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72 0.0163 5.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72 0.0163 5.52

2.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2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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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9 94,778,995 0 质押 17,100,000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光大银行－

融通资本君道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53 6,521,951 0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铭典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27 5,411,150 0 未知

陈东 境内自然人 0.89 3,806,754 0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

本铭盈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4 3,600,0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3 3,097,639 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鲲鹏 1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60 2,552,800 0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

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59 2,523,096 0 未知

白剑 境内自然人 0.58 2,477,500 0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

本铭典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53 2,266,08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2、公

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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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上半年， 公司确定充分利用水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战略和积极推动体育文化服务

发展战略，以水产品“天然放养、品牌营销” 为特色，全面规划大湖泊水环境治理、渔光一体

化、湖面生态旅游等业务；突出发展体育产业，打造有影响的体育赛事；积极开展产业链金

融、酒业、医药贸易、食品加工等增值性业务。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面：保持拥有全国最大水域面积能提供稳定现金流优势，利用水域产

业链的自然延伸提高边际利润，扩大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

1、继续坚持淡水鱼天然放养和“品牌营销”策略，实现从传统批发渠道向 O2O�产销服务

平台转型，从鲜活水产销售为主向鲜活水产、冰鲜水产、加工水产和休闲零食并举的产品方向

转型，从原材料供应商向食品供应商转型。

2、提高科技含量，占领行业制高点。2016 年 7 月公司与中科院水生所签署国家重大生物

技术工程中国冠鲤、中国吉鲤（世界首创鲤鱼品种）产业化合作研究协议，共同推进中国冠鲤

和吉鲤的产业化。

3、利用大水面管理的技术优势，进入水环境治理领域。

体育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快速切入需求巨大的体育文化市场,聘任世界搏击对抗赛冠军杨

建平先生担任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分管体育产业工作。

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关于核准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54,187,18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5,000�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 34,361.53 万元， 同比增长 7.0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3.68 万元，同比增加 5.37%，基本每股收益 0.0172 元，同比增加 5.52%；总资产 150,204.72 万

元，比上年度末减少 0.1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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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615,347.50 321,002,891.52 7.04

营业成本 252,856,914.39 233,491,400.88 8.29

销售费用 19,881,684.09 19,381,696.58 2.58

管理费用 46,880,450.02 41,203,600.67 13.78

财务费用 13,532,738.10 15,091,613.39 -1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62,068.43 -51,019,772.40 0.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40,459.40 -42,226,991.25 80.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12,777.18 88,262,094.57 -88.77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量增大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收入增加相应营业成本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贷款额度降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去年同期向北京百合在线科技有线公司投

资 2500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去年同期收到定向增发定金款以及本期银

行贷款额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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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农业 205,807,538.10 143,141,678.29 30.45 -1.55 -3.80 1.62

工业 35,308,588.75 16,692,407.78 52.72 -8.89 -8.21 -0.35

其他 99,751,262.66 91,639,415.09 8.13 41.62 42.0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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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品 211,414,730.40 148,161,037.49 29.92 0.61 -0.71 0.93

白酒 31,884,836.97 12,879,304.18 59.61 -17.73 -29.17 6.53

药品 97,567,822.14 90,433,159.49 7.31 40.69 41.11 -0.28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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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地区 262,314,705.22 4.65

西南地区 42,892,466.42 15.69

华东地区 25,478,290.25 10.65

东北地区 3,891,560.23 -17.54

西北地区 6,290,367.39 -35.14

(三)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成本 投资比例（%） 期初投资净额 期末投资净额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湖南阳光乳业有限公司 500.00 10.00 500.00 500.00

杭州利海互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1,000.00 4.00 1,000.00 1,000.00

北京百合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 1.60 2,500.00 2,500.00

上海大湖一网鱼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15.00 15.00 215.06. 215.06

二、长期股权投资

深圳前海沅金所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600.00 24.00 595.64 5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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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

方名

称

委托

理财

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理

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

财终止

日期

报

酬

确

定

方

式

预计

收益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

来源

并说

明是

否为

募集

资金

关联

关系

工 商

银行

0701

CDQ

B 浮

动 收

益型

17,500,000

2015 年

12 月

31日

2016 年

3 月 2

日

17,500,000 69,472.6 是 否 否 否

中 国

银行

中 银

日 积

月 累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0,000

2015 年

12 月

31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

10,000,000 19,232.91 是 否 否 否

中 国

银行

中 银

日 积

月 累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0,000

2016 年

1 月 27

日

2016 年

3 月 1

日

10,000,000 13,083.00 是 否 否 否

合计 / 37,500,000 / / / 37,500,000 101,788.51 / / / / /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

质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湖南德山酒业营

销有限公司

白酒销

售

白酒销售 5,000.00 100.00 214,636,253.65 76,514,978.97 -78,854.07

湖南德山酒业有

限公司

白酒销

售

白酒销售 1,000.00 100.00 132,671,477.12 -6,507,151.34 -1,966,532.06

大湖水殖石门皂

市渔业有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200.00 100.00 48,877,545.49 18,544,690.15 3,509,224.48

湖南东湖渔业有

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2,379.00 54.67 73,136,455.20 59,290,224.34 4,716,913.29

湖南洞庭水殖珍

珠有限公司

珍珠 珍珠产品 800.00 100.00 6,017,579.65 5,212,213.00 -265,530.12

安徽黄湖渔业有

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3,000.00 100.00 115,972,413.78 11,255,124.13 4,636,646.55

大湖水殖安乡珊

珀湖渔业有限公

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3,000.00 100.00 146,054,731.26 63,432,254.40 -762,016.82

新疆阿尔泰冰川

鱼股份有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3,000.00 62.80 64,584,162.16 30,706,819.66 1,026,471.86

大湖铁山水库岳

阳渔业有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500.00 100.00 5,028,068.77 4,280,103.52 -46,391.19

常德大湖渔业有

限公司

水产品

淡水鱼养

殖销售

200.00 51.00 8,387,668.92 1,489,600.26 -4,962.57

大湖水殖汉寿中

华鳖有限公司

水产品

甲鱼养殖

销售

618.88 51.00 27,438,284.96 13,166,095.19 1,878,102.40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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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

其影响。

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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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含安徽黄湖渔业有限公司、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大湖

铁山水库岳阳渔业有限公司、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德海大药房医药食品零售连

锁有限公司、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水殖珍珠有限公司、常德市武陵区晨曦工艺品销售有限、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

有限公司、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湖南宗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大

湖供应链有限公司、常德大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大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十六家全资子

公司，及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湖南湘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湖水殖汉寿中华鳖有限公

司、常德大湖渔业有限公司、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风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股份有限公司、大湖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控股子公司。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罗订坤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29日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57� � � � �公司简称：大湖股份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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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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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达院线 股票代码 00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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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会武 彭涛

电话 010-85587602 010-85587602

传真 010-85587500 010-85587500

电子信箱 wandafilm-ir@wanda.com.cn wandafilm-ir@wand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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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995,250.04 3,486,456,675.28 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4,722,692.84 628,446,949.87 2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79,365,035.15 593,296,737.26 3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0,805,033.24 893,762,089.85 2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853 0.5713 19.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853 0.5713 1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2% 14.46%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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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8,123,938.08 15,458,574,702.69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80,134,501.73 9,109,523,390.92 7.3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616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91% 680,000,000 680,000,000

孙喜双 境内自然人 3.24% 38,000,000 0 冻结 6,000,000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 29,443,544 29,443,544

上海仁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26,595,600 0

博瑞远达（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22,160,070 0

东莞市凯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 20,000,000 0 冻结 16,000,000

天津红杉基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4,000,000 0

世茂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13,506,212 13,506,212

戴成书 境内自然人 1.11% 13,000,097 0 冻结 8,680,000

石根建 境内自然人 0.94% 11,018,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为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实际控

制人王健林先生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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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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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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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呈现影片数量增加较多，优质影片供给较少的特

点，1-6 月国内电影市场实现票房 246 亿元，同比增长 21.4%，观影人次 7.2 亿，同比

增长 29.7%，票房及观影人次增速有所放缓。2016 年上半年，在行业增速放缓、市场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坚定执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谋求产业

整合，加快发展速度，切实推进“会员 +”战略，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实效，继续保持市

场领先地位，收入、利润实现持续增长。公司票房收入、观影人次、市场占有率等指标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如下：

1、收入和利润稳步增长，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2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12%，实现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8.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0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票房 40 亿元，同比增长 40.6%，其中国内实现票房 33.6 亿元，澳洲实现票房 6.4 亿

元；观影人次 9,6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2%，其中国内观影人次 8,606 万人次，澳洲

观影人次 1,060 万人次，国内市场占有率 13.7%。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已

开业影院 320 家，银幕 2789 块。2016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 40 家影城跻身全国票房收

入前 100 名，81家影城进入全国票房收入前 200 名。

2、加快影城发展速度，收购整合效果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自建及收购等方式，加快影城发展。公司一方面加快自有影

城建设、加大并购力度，连续收购了大连奥纳、广东厚品等公司，不断增加影城数量，

提高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公司积极与知名商业地产开发商开展战略合作，大幅增

加项目储备，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在积极拓展的同时，对收购标的实

施有效整合。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并购标的的业务整合、财务管理，澳洲 Hoyts 公

司、影时尚公司收入、利润均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体现了良好的整合效果。

3、切实推进“会员 +”战略，非票房业务增长迅速

报告期内，公司会员数量继续保持增长。截止 6 月末，公司会员数量超过 6,000

万人，活跃度超过 40%。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会员 +” 战略，布局娱乐场景，通过设

计升级，为会员打造最佳的观影氛围；通过科技升级，引进百家杜比影院，为会员提

供最佳观影体验；通过构建多屏互动、影游联动的营销平台、VR 体验、多元娱乐体

验、搭建游戏线下分发平台等方式，为会员构造娱乐场景；通过娱乐营销，创新营销

模式，围绕影城建立场景消费平台，最大限度挖掘会员价值，提升会员粘性。报告期

内，公司大力拓展非票房业务，卖品收入稳中有升，衍生品收入逐步增加，广告收入

快速增长。公司非票房业务增长迅速，收入占比大幅增加。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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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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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6 月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共计 234 家， 除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

得的子公司之外，本期新设子公司 20 家。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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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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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B 座 11层第一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霖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认为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完整、真实的反应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公司 2016 年半

年度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6 年 8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请参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董事会认为 《关于公司 2016�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关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请参见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30日

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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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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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B 座 11层第一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方式送达。

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谌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

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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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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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 2016� 年 8� 月 28�

日收到了公司职工监事贾小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贾小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 公司对贾小鹏先生在任职监事期间所做 的

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 2016� 年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宗树阔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 任职期间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宗树阔先生曾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月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离任后宗树阔先生没有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8月 30日

附：宗树阔先生简历

宗树阔先生 2009 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监事、财务部副

总经理。自 2009 年起,历任万达商业地产洛阳、济南项目公司财务部出纳、主管会计,

商业地产财务部检查经理，万达院线财务部主任工程师。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39� � � �证券简称：万达院线 公告编号：2016-068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