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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7-05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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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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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氏集团 股票代码 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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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晏 王婉芳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科园大道 66 号 广西南宁市科园大道 66 号 

电话 0771-3211086 0771-3211086 

电子信箱 hsryhhy@126.com hsryhhy@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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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46,527.91 1,100,315,102.24 -1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169,865.93 100,943,445.23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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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087,015.25 97,956,476.15 -2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015,339.93             32,574,215.48  1,26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205 -1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5 0.1205 -1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3.83% 减少 0.6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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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8,349,421.39   5,202,450,932.08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1,246,642.71      2,736,463,256.3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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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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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棣 境内自然人 31.40% 263,023,388 197,267,541 质押 108,820,000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8.03% 67,280,000 67,280,000 冻结 67,280,000 

宗剑 境内自然人 4.00% 33,518,371 33,183,090 质押 3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27,057,494 0   

徐蕾蕾 境内自然人 2.78% 23,289,817 23,279,863 质押 23,270,000 

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8,291,57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稳

健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7,556,085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创

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5,027,532 0   

安徽兴皖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3,798,808 0   

王静 境内自然人 0.38% 3,187,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黄嘉棣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

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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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王静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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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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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发挥品牌及核心产品优势，以各板块间协同发展为着力点，

优化和整合资源、深化渠道网络、强化企业管理，乳制品、影视文化、信息服务三位一体运行管理机制不

断完善，公司生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 

（1）推进各项主营业务的深入发展，确保完成年度经营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乳业板块继续推进聚焦打造“大单品”的销售策略，以核心大单品为载体，加快市场

网络的构建，提升公司产品的覆盖面，进展积极。但由于受到原辅材料、包材等大幅涨价的影响，致使乳

业板块利润率有所下降。 

影视文化板块仍着力于精品 IP 的培育、开发和转化，重点打造网台联动及先网后台的精品大剧。《云

巅之上》首创“先网后台”的模式，在中央电视台或多家省台黄金时段播出的《御姐归来》、《荡寇》等均

取得不错的收视反响。公司参投的热门 IP 青春商战时装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也将成为 2018 年值得期

待的精品大剧。 

报告期内部分剧目的进展情况： 

序号 剧名 目前进度 备注 

1 御姐归来 发行 导演田少波，主演安以轩、朱一龙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 毒战 后期制作 导演陈建，主演林江国、林源、刘丛丹 

3 万家姻缘 （如果， 爱） 拍摄 导演张哲书，主演张柏芝、吴建豪 

4 玫瑰与饼干 后期制作 导演大威，主演经超、彭心晨 

5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拍摄 导演张峰，主演赵丽颖、金瀚 

 

2017 年下半年公司计划投资的电视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剧名 

开拍时间/ 发行时间/ 
合作方式 制作进度 拟聘请主要演职人员 

计划时间 计划时间 

1 毒战 2016 年第四季度 2017 年第三季度 投资制作 发行 
导演陈建，主演林江国、  

林源、刘丛丹 

2 万家姻缘 （如果， 爱）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张哲书，主演张柏芝、 

吴建豪 

3 玫瑰与饼干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大威，主演经超、 

彭心晨 

4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张峰，主演赵丽颖、 

金瀚 

5 北宫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第二季度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张峰，主演曹曦文 

6 烽火白衣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康洪雷，编剧段勇 

7 平行流浪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杨磊，编剧徐兵 

 

信息服务各项业务稳步上升，其中，智能云客服业务（呼叫中心业务）由银行这一单一服务对象转型

为面向金融、互联网、通信业、电子商务、公共事业、现代物流等多行业齐头并进的业务结构，客服座席

台数大幅提升，业务发展迅速。此外，公司持续完善信息服务业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筑望科技 100%

股权项目启动，此项收购完成后，筑望科技与完美在线将可在研发、服务内容的整合及优化、客户导流等

方面形成良好的资源整合、互补和业务延展。 

 

（2）扩宽融资渠道，申请可转债助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华南、来宾、遵义三个乳制品生产厂、

上游牧场奶源和下游渠道终端建设，有利于公司抓住乳业市场的良好发展机遇，扩大生产规模、引入更为

先进的生产设备，提升智能化、自动化及绿色节能新技术，保持和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区域优势地位，持

续打造华南第一乳企品牌的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完美在线呼叫中心业务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本次发行可

转债募集资金还将全面扩建升级企业呼叫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该项业务的综合技术水平，推动公司在信

息服务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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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

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1）将上期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

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上期金额964,812.10元，调减管理

费用上期金额964,812.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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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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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2月23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云南皇氏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在洱源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洱源

鑫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本公司自洱源鑫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6年12月21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西新皇传媒有限公司在南宁市设立一家控股子公司广西视

铁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765万元，其他少数股东认缴出

资人民币735万元。该公司自2017年初开展经营业务，本公司自广西视铁传媒有限公司开展经营业务开始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17年3月17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滨州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山东北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本公司自山东北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7年6月7日，本公司在钦州市设立一家控股子公司广西皇氏创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10万元，其他少数股东认缴出资人民币490万元。本公司自广

西皇氏创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嘉棣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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