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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8-050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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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牛山 股票代码 0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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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慧 王海玲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5 号海南大

厦农信楼 10 楼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5 号海南大

厦农信楼 10 楼 

电话 0898-68581213、0898-68585243 0898-68581213、0898-68585243 

电子信箱 zhanghui@luoniushan.com wanghailing@luonius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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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88,458.60 884,389,974.90 -5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364,243.40 130,399,762.87 15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458,167.41 105,542,211.56 -1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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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56,968.58 128,913,860.03 -9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12 0.1132 15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2 0.1132 15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3.73%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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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1,260,791.93 6,182,185,453.59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67,755,335.75 3,560,782,608.56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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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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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4% 197,412,938 91,282,894 质押 170,705,000 

长安基金－工商银行－中铁

信托－中铁信托·丰利 1609

期罗牛山股票投资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51% 51,901,088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27,644,584  质押 27,6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20,710,000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14,450,000  质押 14,450,000 

海南兴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13,005,000    

海南兴牧饲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0,133,300    

刘旭春 境内自然人 0.87% 10,000,000    

郝晓海 境内自然人 0.63% 7,276,360    

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7,225,000  质押 7,22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前 10 名股东中，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永盛畜牧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之间

构成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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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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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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上半年，公司聚焦“大农业”的发展战略未发生改变，同时力争借助海南新发展机遇，促进企业重大转型升级。目

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大农业、房地产开发、教育产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151.7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07%；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3,536.4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1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04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8.86%  。 

（一）大农业 

1、生猪养殖、屠宰 

2018年上半年，公司立足于海南省无疫区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海南省第一家现代化封闭式猪场——新昌十万头

现代化猪场已逐步达产，为罗牛山新丹系种猪品牌奠定了基础。该猪场已经成为国内新丹系种猪“高健康、高品质”的生产

典范，种猪需求旺盛，目前种猪客户遍及全国。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畜牧产业战略和市场趋势，因地制宜，采取“岛内进行猪场改扩建+岛外合作拓展”多种模式逐步

推进生猪拓展工作。 

位于桂林洋开发区的罗牛山屠宰厂是海南唯一一家A级生猪屠宰厂。依托公司先进的生产条件及严密的食品安全保障体

系，公司持续承接海南省冻猪肉储备任务，从事代宰和自营业务。 

2、冷链服务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仓配一体化业务全面铺开，先后与多家公司合作岛内落地配服务。产业园区成功引进多家物流企业

进驻，丰富了产业园区内常温类客户体系，且与多家商超企业合作，承接其分拣、配送业务，实现公司从单一冷链向全面仓

储物流服务的转变。公司将充分依托产业园陆续建成的多温层冷库，搭建覆盖全岛、连通全国的物流网络体系。 

（二）房地产业务 

公司开发兴建的白水塘教育复合地产项目——锦地翰城，位于海口景山学校以北，总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50万平方米，共分四期开发。公司后续将推进“爱华地块”和“118地块”项目。 

（三）教育业务 

公司下属持有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口景山学校。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实施“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战略部署，以申建本科学院为总抓手，大力推进专业结构优化

与人才培养改革，努力探索举办高职本科教育实现形式，积极拓展非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持续推进学校形象建设与后

勤管理，不断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实力。 

海口景山学校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紧抓教学教研管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其系集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等基

础教育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学校。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改革，践行“优秀学生上景山，上了景山更优秀”的庄重承诺，高考、中

考和小学生业质量监测考试均保持良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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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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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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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