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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6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2017-058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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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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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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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投资 股票代码 0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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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璟 王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08 号海航实业大厦

16 层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08 号海航实业大厦

16 层 

电话 010-50960309 010-50960309 

电子信箱 htgf@hnainvestment.com htgf@hnainvest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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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7,393.25 215,385,807.12 -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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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77,877.66 5,030,805.21 66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948,715.65 5,226,112.87 -1,32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235,739.40 24,057,585.77 -55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35 7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35 7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1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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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3,620,850.98 8,897,805,391.85 1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92,669,017.33 3,968,279,177.89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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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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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资本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98% 285,776,423  质押 285,776,42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22% 60,346,100    

海航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7% 18,093,829  质押 18,090,000 

宋信斌 境内自然人 0.58% 8,332,790    

朱盛兰 境内自然人 0.55% 7,900,000    

李香香 境内自然人 0.53% 7,588,700    

黄孝梅 境内自然人 0.50% 7,115,800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46% 6,522,87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6% 5,170,140    

郑小明 境内自然人 0.36% 5,08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与第三大股东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第四大股东宋信斌持有本公司 8,332,790 股，其中 6,621,09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第六大

股东李香香持有本公司 7,588,700 股，全部通过信用账户持有。第八大股东周军持有本公

司 6,522,877 股，其中 6,441,577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第十大股东郑小名持有本公司

5,088,500 股，全部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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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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海航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5 海投债 112287.SZ 2018 年 10 月 22 日 160,000 5.9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04% 51.13% 5.9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92 0.77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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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房地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1.74万元，同比下降82.49%；营业成本1,705.68万元，同比下降86.0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7.79万元，同比上升666.83%。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主要系地产结算收入减少所致；净利润上升主要

系完成前期认购的中亿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B类17,000万份有限合伙份额退出，获得投资收益，致使利润上升。 

1、房地产业务 

公司曾于2015年4月16日、5月12日承诺不再新增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自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五年内退出房地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营业收入仍为房地产业务。公司体内存量房地产项目主要为天津亿城堂庭项目和上海前滩项目，分别位

于天津、上海两地核心地段。目前上海前滩项目已封顶，天津亿城堂庭项目于2017年6月23日签署了《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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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销售合作协议》，根据销售协议约定，天津亿城山水就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即虹都中心1、2号楼）与北京星彩达成销

售合作，此次销售合作的标为亿城堂庭酒店式公寓，销售总金额为485,465,292元。截至目前，公司天津亿城山水项目住宅、

公寓部分已全部售罄，目前存留有约7.6万平商场与2.08万平写字楼有待出租或出售，公司持续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中。 

2、金融投资业务 

2013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在对行业发展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及自身具体情况，确立了“打

造金融投资平台”的发展战略。为加快战略转型，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推进非公开发行项目，应非公开发行项目需要，公司

于2016年3月10日、5月13日两次分别召开董事会下调非公开发行规模，最终确定52亿元非公开发行规模，其中以229,961.55

万元收购华安保险19.643%股权，以292,477.76万元收购新生医疗100%股权，项目已于2016年5月20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为止仍在等待书面批文下发中。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大力拓展基金业务，经过了几年的积极探索与开拓，公司在基金管理与基金投资方面逐步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如前期公司与铁狮门基金两度合作，双方成立双GP，共同管理3.38亿美元基金，该类属于与国际一流基金管理机

构合作和投资的基金管理与投资模式；2016年1月，公司与恒泰证券按49%：51%比例合资成立的恒泰海航（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成功发行了“上海浦发大厦资产证券专项计划”类REITs项目，该项目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单类

REITS项目，公司也从此开启了在国内类REITs领域的运作；与此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境外REITs市场方面积极寻求合作

机会，并于2017年3月20日与AEP INVESTMENT MANAGEMENT PTE. LTD.（以下简称“AEPIM”）签署了《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AEP INVESTMENT MANAGEMENT PTE. LTD.关于 HNA-AEP REIT MANAGEMENT PTE. LTD.的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7

年6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7年7月10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就认购新加坡 

REIT35%份额事项拟与 HNA-AEP REIT MANAGEMENT PTE.LTD.签署<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文件的议案》、《关于就受让 HNA-AEP 

REIT MANAGEMENT PTE. LTD75%股权事项与 AEPIM、YUSOF 签署＜股权受让协议＞的议案》。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

新加坡REITs管理平台，实现国内类REITs与国外REITs平台的双轮驱动，打造公司在不动产基金领域的王牌地位。目前公司

正全力推进项目的实施。 

与此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2014年12月与中信信托合作开展基金投资的退出事宜。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收到

2.727亿元资金到账，其中投资本金1.7亿元，投资收益1.027亿元，实现了前期认购的中亿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B 类 17,000 万份有限合伙份额退出。同步地，公司子公司亿城投资基金（北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计划交易安排人

的身份，参与了海航实业大厦新一轮REIT运作发行工作。 

此外，公司上半年在基金管理人才招聘、团队建设、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 

3、养老业务 

公司报告期内继续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养正稳步推进自有养老机构品牌建设拓展工作，北京和悦家国际颐养社区已于

2016年12月开业，截止2017年6月30日，开放了首批两层楼层，首批楼层入住率56.86%。 

与此同时，公司创立了“和悦家”自有养老品牌，在报告期内以“和悦家”为品牌继续拓展各类养老项目，不断扩大公

司养老业务。上半年，公司积极推进在上海、天津、苏州、海口等地的养老项目考察、论证、谈判事项，未来将形成以和悦

家品牌为旗舰并综合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金融等多种丰富产品为产业链的金融、养老综合集团。 

同时，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不断新增拓展国内养老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国际合作并探寻投资机会。目前公司已于

2016年11月14日与欧洲最大、世界第二的养老康复集团法国欧葆庭之欧葆庭(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葆

庭上海”)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于2017年上半年明确了共同投资境内养老机构项目、共同合资国内养老运营公司、共

同投资国内养老重资产市场的三步走的战略。在深入与欧葆庭合作的同时，公司不断拓展与全球各大养老、投资机构的合作

关系和战略关系，快速推进公司养老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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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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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