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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288                                公司简称：海天味业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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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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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天味业 6032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欣 吴伟明 

电话 0757-82836083 0757-82836083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16号 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16号 

电子信箱 OBD@haday.cn OBD@ha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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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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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6,186,503.94 16,336,012,255.77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18,517,036.26 11,753,339,999.0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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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80,986.41 1,009,666,669.12 47.53 

营业收入 8,720,047,919.48 7,437,581,123.46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017,782.44 1,823,187,856.07 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0,749,511.35 1,741,772,377.55 2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3 18.19 增加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68 22.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68 22.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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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24 1,573,188,221 0 无 0 

庞康 境内自然人 9.57 258,408,69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95 133,601,088 0 无 0 

程雪 境内自然人 3.17 85,647,571 0 无 0 

黎旭晖 境内自然人 1.82 49,292,000 0 无 0 

潘来灿 境内自然人 1.57 42,293,89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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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建平 境内自然人 1.05 28,303,217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 0.91 24,655,443 0 无 0 

王力展 境内自然人 0.72 19,366,315 0 质押 6,250,000 

国泰君安－建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18,492,02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庞康、程雪与公司其他四名自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股东中，庞康、程雪、潘来灿、赖建平、王力

展是海天集团的股东，其中庞康和程雪任海天集团董事，

王力展任海天集团监事；                           

3、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相关事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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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依然坚持创新不变，改革不变，充分的挖掘生产、人力、技术等潜能，使公

司的生产、销售、品牌、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发展保持在良性发展阶段，“科技立企”的发展战略定

位，使产品质量更具有竞争力，员工的素质进一步提升。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的营收、

净利润等核心经营指标均保持了较稳定增长，巩固了公司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带动了公司规

模和利润的同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经营转型，加快各业务区块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进一步推动公司高

质量达成目标，促进公司又快又好的发展，报告期内继续坚持以下方面的转型和推动： 

（一）以自主经营为核心，推动公司经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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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发展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公司的经营转型，以逐步打造出各业务块的竞争优势，

降低风险，提高产出。上半年，加快推进各经营体的自主经营，通过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的改革，

加大对更多骨干的使用和工匠员工的培养力度，加强对各经营体的自主经营考核，培养更多经营

型人才，通过良性竞争和赛马效应，释放了更多组织和骨干的活力。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和经营转

型发展，公司各方面都取得较积极变化，实现了营收规模和利润的双发展，促进了更多骨干和团

队的进步，总体上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了较有质量的发展，也进一步奠定了未来几年

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精耕渠道，扩容市场，加快推动营销转型。 

每年销售的不断增长目标，对营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营销加快转型，需要提高网

络的承载力、需要创新产品的推广、需要线上线下营销的打通融合、需要构建更有竞争力的营销

团队等，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网络精耕，实现网络与销值的同步增长，通过网络的发展来带动

了更多产品的发展。公司也加快对营销人力的改革，建立起多个营销自主经营机构，通过良性竞

争推动市场的发展。此外，公司也加快互联网线上、封闭终端通道、出口等业务发展，加快构建

更多新的销值贡献源，这些工作也取得积极变化。 

（三）推动公司供给侧改革，促进质量，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精品。 

公司把产品质量放在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持续推进公司在生产端的供给侧改革，严格质

量管理，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加快重点技术攻关项目的突破、改进产品包装等，继续推进海天精

品工程的落实，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此外还通过优化

一批产品包装，进一步方便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推进，较好地促进销售的

增长。 

（四）提升管理，利用外部新型资源，推动内部业务链的优化和释放价值。 

报告期内，在以 ERP为核心的业务蓝图基础上，海天也积极创新求变，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型资源与业务蓝图的再次优化融合，进一步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效率，

提高对质量、对成本的正面影响，推动公司在销售端、生产端、供应端的良性互动，创造更多的

可见价值。公司推动了以销售的均衡来带动内部的均衡供货、均衡生产，并取得明显成效，对促

进产品质量稳定、减少峰值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周转、促进市场均衡销售等起到较

大推动作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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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庞康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