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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0                           证券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2017-33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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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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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伟 陈海光 

办公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 号港航大厦 14 楼 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 号港航大厦 14 楼 

电话 0898-68623640 0898-68615335 

电子信箱 yewei@hngh.com chg3319@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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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51,166,445.58 417,745,490.40 422,556,190.72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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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840,320.70 116,347,266.08 104,340,422.76 6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1,466,365.29 127,297,775.17 115,290,931.85 4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317,569.87 180,587,561.42 180,587,561.42 7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7 0.21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7 0.21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5.49% 4.24% 0.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806,151,916.00 2,604,974,942.07 3,650,800,003.16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25,169,194.67 2,354,030,280.48 3,352,329,627.65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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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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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8.53% 297,332,301 297,332,301 质押 108,405,000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9% 70,063,578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51% 2,604,200 0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2,287,47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量化增

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7% 1,858,307 0   

郭芳程 境内自然人 0.23% 1,155,594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19% 953,1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量化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852,389 0   

赵静 境内自然人 0.16% 833,600 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上海银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14% 726,552 726,5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无偿托管海口港集团公司； 海口港集团公司持有中国海口外轮

代理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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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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船舶运输收入和港口综合服务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海口

至海安、海口至北海客滚运输航线，海口（三亚）至西沙旅游客运航线；港口综合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0.44%，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6.69%，毛利同比增长

5.88%。各项业务分析如下：                                      

     海安航线：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稳定增长，该航线市场总体运力规模持续扩大，市场

竞争依然剧烈；我司利用现有运力结构和重组后港航一体的优势，运输业务量呈现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该航线营业收入41,498万元，同比增长9.69%，营业成本17,905万元，同比增长7.25%。

该航线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75.29%，营业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66.03%。 

     北海航线：公司通过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业务量有所增长。报告期内该航线营业收入1,341

万元，同比增长9.06%；营业成本1,482万元，同比增长3.50%。该航线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

的2.43%，营业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5.38 %。 

     西沙航线：公司持续推进西沙海上生态旅游业务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新建的 “长乐

公主”轮于2017年3月2日投入运营；公司租用“北部湾之星”轮退出该航线运营。新船无论从客

位数量还是客位等级都较原来营运的“椰香公主”和“北部湾之星”轮大大提高，因此业务量明

显增长。报告期内该航线营业收入2,897万元，同比增长24.38%；营业成本3,656万元，同比增

长2.35%。该航线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5.26%，营业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13.28%。 

     港口综合服务业务：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完成新海港资产重组股权交割工作。报告期内，

港口营业收入8,540万元，成本3,431万元。港口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15.49%；营业成本占营

业总成本的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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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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

进行调整。 

（2）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从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本期未发生相关业务，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无影响。 

    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从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

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起至实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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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新增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详见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毅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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