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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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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天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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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大广 王志军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电话 0536-7530007 0536-7530007 

电子信箱 716071958@qq.com 71607195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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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19,288.79 238,817,094.28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97,676.98 865,558.46 2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16,049.14 1,116,015.05 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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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660,134.08 -6,062,911.46 53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010 2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010 2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0.3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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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753,149.57 844,385,884.07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430,892.17 270,533,215.1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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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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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乐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5% 20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0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9% 88,050,247 0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其他 1.46% 12,630,000 0   

张佑生 境内自然人 1.29% 11,180,000 0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兴国 3 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0.60% 5,151,814 0   

杨成社 境内自然人 0.58% 4,980,000 0   

赵静明 境内自然人 0.49% 4,270,301 0   

黄愉华 境内自然人 0.40% 3,413,389 0   

黄宝庆 境内自然人 0.39% 3,368,401 0   

张平 境内自然人 0.36% 3,104,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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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佑生先生共持有 11,180,000 股股份，其中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恒天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 11,180,000 股股份，占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1.29%。（2）赵静

明先生共持有 4,270,301 股股份，其中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 4,270,000 股股份，占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0.49%。（3）黄愉华先生共持

有 3,413,389 股股份，其中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765,479 股股份，占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0.32%。（4）张平先生共持有 3,104,300

股股份，其中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707,100 股股份，

占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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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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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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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控股子公司博莱特坚持以销售为龙头，以质量管理和新产品开发为重

点，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经公司全体干部及职工共同努力，公司2017年上半年合并营业收入2.71亿元，较上年同期2.39亿元增加0.32亿

元，增幅13.6%。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77万元，较上年同期86.56万元增加203.21万元，增幅

234.78%。截至2017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825,753,149.57元，净资产273,430,892.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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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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