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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8-036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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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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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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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食品 股票代码 0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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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泉青 张颖娟 

办公地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150 号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 150 号 

电话 0591-88202235 0591-88202231 

电子信箱 yequanqing@tengxinfoods.com.cn zhangyingjuan@tengxinfoo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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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482,766.01 362,958,211.32 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61,760.62 -17,261,313.14 16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179,910.73 -18,786,742.90 1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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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48,357.56 -40,542,092.52 16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2.23%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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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674,652.63 1,074,053,968.12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0,905,905.49 770,193,941.6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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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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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18.67% 89,760,000 67,320,000   

滕用庄 境内自然人 9.41% 45,220,000 33,915,000 质押 33,970,000 

滕用严 境内自然人 8.84% 42,500,000 31,875,000 质押 27,913,996 

滕用伟 境内自然人 7.99% 38,420,000 28,815,000 质押 38,420,00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1.87% 9,000,000 0   

张峰 境内自然人 0.46% 2,229,300 0   

申钢强 境内自然人 0.30% 1,425,232 0   

#福建省摩方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摩方永富 1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29% 1,400,333 0   

#刘星 境内自然人 0.27% 1,305,600 0   

林英志 境内自然人 0.26% 1,269,5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福建省摩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摩方永富 1号私募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50333 股；股东刘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000 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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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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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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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得益于消费升级驱动的大众餐饮快速上升，全国餐饮收入19,457亿元，同比增

长9.9%，公司产品市场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同时在行业竞争环境方面，环保政策日趋收紧，食品安全标准持续提高，行业

从业企业经营承压的过程中，部分小企业因达不到安全标准以及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而逐渐退出市场，具备规模优势、全国

性和全渠道市场布局等综合实力强的行业领先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集中趋势明显，行业竞争格局日渐清晰。 

在此背景下，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下达的“效益驱动、结构优化、营收提升”的经营战略方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在提

升基础管理的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推动渠道升级，深化内部合伙制，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目

标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亿元，同比增长26.32%，实现净利润1,046.18万元，同比增长160.61%。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工作有序开展，取得良好成效，主要情况如下： 

1、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生产自动智能化改造的投入，先后投入两百多万，在设备安全、设备技改、自动智能化方面做了

较大的提升。上半年共生产成品34,715吨较去年同期28,887吨增加5828吨，增长率20.18%。 

       在管理方面，公司通过计件方案及制费合伙制方案的持续改进，员工的数据核算意识和参与度得到有效提升，生产成

本同比下降1.1%。根据大宗原物料的价格走势做好战略采购提前锁定采购价，利用集团采购优势各工厂信息共享，控制采

购成本。同时加强一线管理层级学习培训，通过考核体系加大员工对食品安全观念的落地执行，对整体的质量管控严格落实，

成品合格率达到99.5%以上，未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2、品牌推广 

       持续开展“今天我主厨”、“大海欣烤物季”、“风筝节“等主题活动，进行品牌力渗透。将传统火锅料作为一种新食材、

新吃法，集中优势资源以重点门店、重点时段为突破口，强化消费者品牌认知，为今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有效的内

部驱动。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参加渔博会、餐饮展等展会4场，赞助“超级大提琴”演出，在周杰伦演唱会场馆进行广告投

放，开展新媒体运营活动，与哈罗单车开展异业合作，与福州公办幼儿园开展“鱼极萌小厨”推广活动，持续提升鱼极和海欣

品牌的消费者认知。2018年6月，公司荣获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称号。 

3、结构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消费升级机会，重点对品类结构、渠道结构和客户结构进行优化。加大高端产品研发投入，开发

精品系列产品6支，鱼极产品5支，品项结构日趋良性。鱼极系列高端产品以及直营、BC、电商等渠道销售占比逐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32.52%同比去年提高3.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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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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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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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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