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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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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航创新 600555 茉织华、九龙山、

*ST九龙、九龙山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创B股 900955 茉织华B、九龙山B

、*ST九龙B、九龙

山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爱林 彭见兴 

电话 0898-88338308 0898-88338308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国际

机场贵宾楼A区办公区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国际

机场贵宾楼A区办公区 

电子信箱 ailin_sun@hnair.com jx_peng@hnai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850,757,787.64 3,362,494,091.56 -1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01,619,578.77 1,448,579,464.81 10.5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53,437,654.19 89,176,422.05 -272.0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073,170.09 20,817,473.29 -9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101,642.39 -101,441,919.4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318,077.16 -96,867,894.7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2 -0.0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8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1,3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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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81 180,065,443 0 质押 178,236,100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97 116,928,000 0 质押 101,833,000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境外法

人 

8.38 109,209,525 0 无   

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

人 

7.16 93,355,175 0 质押 93,355,175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

闲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3 20,000,000 0 未知   

游国权 境内自

然人 

0.55 7,137,600 0 未知   

谢文贤 境内自

然人 

0.43 5,600,000 0 未知   

刘妙娥 境内自

然人 

0.40 5,238,900 0 未知   

林育勇 境内自

然人 

0.37 4,824,540 0 未知   



李惠全 境内自

然人 

0.35 4,601,00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第四位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三者

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三、第五位流通股股东均为

李勤夫先生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两者构成一

致行动人。公司第六至第十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不详，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围绕“产业整合、效益扩展”

的主题，齐心协力，砥砺前行，一方面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处置闲置资产等方式，优化资产结

构，大力提升经营效益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优化组织架构、开展增收节支，不断提升管理与运

营效益，同时加强安全生产，保障景区平稳运营。报告期内，各项重点工作按既定目标稳步推进，

为公司实现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一）引入外部投资者、处置闲置资产，优化资产结构 

1.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创”）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

资者。根据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结构，盘活九龙山景区资产，引入更多主体参与景区建

设，海南海创进行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乾首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项目已于 6月 29日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已完成合同签订，合作方 6030万元增资款已到账，

目前双方正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2.出售所持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股份。公司持有的华龙证券股份

作为一项金融资产，对公司主营业务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持有的华龙证券

股份，盘活存量顺利变现，补充了公司现金流，同时优化了资产结构。 

3.积极推动项目合作。为进一步增厚公司利润，实现更为稳定、良性的运营环境，2018年伊

始，公司在旅游景区景点、赛马赛车场运营等领域积极寻找、洽谈合作者，争取合作开展相关业

务。 

（二）签署《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合作协议》，推进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经与政府的多次商谈，2018 年 5 月 10 日，开发公司与浙江省平湖九

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合作协

议》。新区域开发合作协议对度假区功能定位进行了调整，重新明确开发建设目标和定位，并引入



“资金池”的合作模式，为九龙山后续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奠定了基础。根据协议约定，公司积

极推进 4A景区的创建工作，着手启动游客服务中心、基础配套设施、景点景观等项目的建设。 

（三）安全生产常抓不懈，保障景区平稳运营 

结合景区运营特点，公司不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及区内交通、重要景点的安全管理，完成了

对船闸、外蒲山天桥、景区山体边坡等专项治理，确保上半年安全运营无事故。6 月，公司按照

平湖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要求，组织开展了度假区“安全生产月”

活动，先后与政府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活动月主题宣讲、溺水救援演练和防台防汛应急演练，

开展灾害事故警示教育等安全教育活动。 

（四）优化组织架构，开展增收节支，宣贯企业文化，不断提升公司发展内生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管理层级与人才梯队，努力提升管理效率，同时严格落实增收节支

计划，挖掘增收潜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此外，公司不断加强企业文化的学习与宣

贯，增强干部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提升公司整体凝聚力。 

（五）加强上市公司监管，进一步落实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开展上市公司内部自我评价，完成上市公司自查工

作，全面梳理公司治理与业务流程中的风险点与不规范点，完成对内控体系有效性全面评价，并

监督各单位对缺陷进行整改。同时根据监管要求，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2017年度业绩网上集体

说明会.进一步加强了投资者沟通联系，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