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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0                           证券简称：天宝食品                           公告编号：2018-050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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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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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食品 股票代码 0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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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涛 刘惠楠 

办公地址 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 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 

电话 0411-39330110 0411-39330110 

电子信箱 planning@cn-tianbao.com liuhuinan@cn-tian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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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556,574.63 619,741,403.79 -1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96,692.37 86,530,222.18 -6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176,186.50 86,143,574.56 -7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338,585.89 112,676,216.40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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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3.2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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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196,629.80 5,127,418,507.83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4,606,197.73 2,755,487,620.52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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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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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承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3% 144,357,360  质押 144,356,800 

黄作庆 境内自然人 18.33% 140,459,147 105,344,359 
质押 85,436,493 

冻结（含质押） 95,436,493 

深圳前海天宝

秋石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5.12% 115,862,073 115,862,073   

屠建宾 境内自然人 2.19% 16,800,000    

新华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新

华信托华悦系

列·浦发银行－

金宝 1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97% 15,077,69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5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7% 12,000,000    

薛秀花 境内自然人 1.04% 7,964,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6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7,344,120    

大连华晟外经

贸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7% 6,676,449  冻结 6,676,449 

林辰生 境内自然人 0.78%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黄作庆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同时

也是承运投资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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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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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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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态势，但较2017年表现有所弱化，主要经济体分化加剧。受到美国紧缩货币政策

的影响，全球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流动的态势较为显著，造成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繁荣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波动。

同时，美国对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频繁对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发起贸易争端，使得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升级，

干扰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不利于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国内消费市场活跃和侧供给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等利

好因素影响，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保持稳健，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势头较为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大、巩固“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务”、“农产品加工业务”和“冰淇淋制造

业务”三业并举的业务格局，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精深加工，全力开发国内外销售市场，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贸易

的不稳定因素及公司华家新建项目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增加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均出现下滑。 

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15,556,57 4.63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81%；实现利润总额27,718,726.17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68.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396,692.37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8.34%。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7,630,320.11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95%；实现利润总额19,789,231.84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75.49%；实现净利润19,789,231.84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5.49%。 

 

1、水产品 

    2018 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国内生产成本不断增高、国际贸易壁垒增多、同构竞争加剧等困难

下，我国水产品进出口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且主要表现为一般贸易的不断增长。而受国外需求持续低迷、加工原料价格

波动、东南亚等国同构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国内水产品进料加工贸易继续下滑。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综合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订单转移较快的压力，公司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不断优化、调整水产

品结构，但鉴于国内外市场整体消费需求市场变化，公司水产品业务较去年同期表现略有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水产品实现销售收入344,365,283.66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3.08%。 

 

2、农产品 

2018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出口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持续上升，人们对鲜食水果的要求日趋严格、对高端水果的需求日益高涨，公司借助现有的气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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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氧专利保鲜技术的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国内外水果的储存及销售，同时，为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客户的需求，实行多元

化销售渠道，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将草莓、大樱桃输出到港澳地区，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将草莓、大樱桃输出到港澳地区。 

报告期内，公司迎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特色、高端水果市场，进而实现了销售收入的持续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93,068,181.2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83%。 

 

3、冰淇淋 

我国冰淇淋行业发展迅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尤其中、低档产品价格竞争的白热化已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心理日益成熟，质量和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越来越强，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将

不断提高，对低端产品的需求将是下降趋势。 

报告期期内，公司综合考虑目前国内外冰淇淋行业发展状况、公司的实际情况，为了实现冰淇淋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壮

大品牌影响力，更有利的抢占市场份额，为了适应原有冰淇淋厂区向华家新建冰淇淋厂区搬迁过渡及华家新建冰淇淋项目未

来的生产需要，将原投入老厂区使用的新增二期冰淇淋加工车间项目设备搬迁回新厂区安装调试，2018年上半年，公司逐渐

减少冰淇淋产品的生产、销售，以节省生产成本，同时扩大研发团队，加大力度研究新配方，逐渐减少低端产品，集中研发

中、高端产品，力争尽快实现从工艺、口味、包装的创新升级，便于以更高的质量、品牌形象挤进市场前列。 

报告期内，虽然冰淇淋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滑明显，但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有限。 

报告期内，公司冰淇淋产品实现销售收入7,137,005.78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1.48%。 

 

 4、药品及其他食品销售 

报告期内，日本子公司传统药品销售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由于药品销售纯属代理销售，利润很低，因此对公司

的盈利影响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及其他食品实现销售收入65,787,161.4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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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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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作庆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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