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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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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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家 60046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俊峰 宋晓辉 

电话 0631-7438073 0631-7438073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荣成市虎山镇沙咀

子 

山东省威海荣成市虎山镇沙咀子 

电子信箱 hdj_600467@sina.com songxiaohui@sdhaodangj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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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688,888.31 5,957,042,015.10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79,213,365.27 3,042,732,851.0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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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量净额 

53,774,681.33 78,551,614.69 -31.54 

营业收入 597,272,559.96 537,325,519.65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480,514.19 32,275,367.04 1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166,258.67 25,252,857.36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8 1.07 增加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0 0.0221 13.1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0 0.022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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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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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1.24 602,525,190   质押 365,850,000 

戴丽媚 境内自

然人 

0.32 4,659,352   无   

吕绍文 境内自

然人 

0.31 4,600,000   无   

张素芬 境内自

然人 

0.31 4,510,000   无   

万智慧 境内自

然人 

0.30 4,350,000   无   

张佰权 境内自

然人 

0.29 4,285,000   无   

王洪胜 境内自

然人 

0.29 4,200,119   无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道卓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5 3,598,302   无   

王文成 境内自 0.22 3,234,000   无   



然人 

王宝财 境外自

然人 

0.22 3,215,4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其是否有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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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美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扰动国际金融市场和改变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源头。在

内外部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凸显了“变中有忧”的特点。由于公司目前的海参

收入源于国内、出口的冷冻调理食品源于日本、韩国等国家，贸易战未对公司造成影响。在董事

会坚强领导下，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优化

体制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统筹做好促进生产、稳定投资、降低成本、扩大营销、深度研发、

提高薪酬、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推动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效益型转变。 

2019 年投资新建 40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海参育苗车间，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紧扣海参产业

主导地位，把握住有机全产业链建设这条主线，打造并完善了海参全产业链的规模化养殖模式，

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在深度研发高端精深产品、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强品牌市场

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发展成为国内面积最大、投资最多、产量最高的海参产业基

地，“有机”和“全产业链”是好当家超越同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1、海参产业是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海参育苗养殖是海参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目前好

当家拥有海参围堰养殖面积 5 万亩，产量、规模、实力在国内同行业遥遥领先。2019 年工作总体

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董事会制定“一只海参，百亿产业”的发展规划，将好当家有机刺参打造

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参品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推行扁平化管理，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

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把挖潜增效作为盘活企业资产和提高资产利用率的重要手段，统筹

做好促进生产、稳定投资、降低成本、扩大营销、深度研发、提高薪酬、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推

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公司已实现海参苗种的自给自足，海参育苗采用网箱育苗与车间育苗相结合的方式，在满



足公司需求的基础上还可以对外销售。公司室外网箱育出的苗种品质如同于野生生态苗，为未来

公司实现海参育苗产业化,实现海参产业的高效益、规模化经营拓宽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深度开发海洋生物制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在产品研发方面，为完善大健康产业链，与

上海莱博科技合作开发日化护理用品，食品研发部门积极开发新产品，对海参复合粉、海参蛋白

粉、刺参软胶囊、海参口服液等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生命科学院开发了即食海参，参眠口服

液、刺参蓝莓口服液和压片糖果等保健产品，麻辣鱿鱼柳、香辣鱿鱼唇、南极烤虾等即食产品，

麻辣冰笋、孜然鱿鱼、酸菜沙巴鱼面、等餐饮食品，对参嘴、参肠、参花、漂烫液等海参副产物

进行加工处理，与江南大学创新实验室研发出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改善记忆力、促进泌乳等产

品。 

4、强化国内市场开拓力度，多渠道增强品牌影响力。公司传统加盟商突破店面限制，转型做

百姓消费市场的零售，组织近千名消费者来到好当家见证“有机刺参”的品质真实性；公司在山

东卫视、威海电视台各频道投放品牌广告；山东卫视《超级品牌官》、山东生活频道《海上牧歌》

等精品电视节目前来拍摄；参加了深圳国际礼品展、合肥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威海中国海洋渔

业食品博览会，烟台中国国际海参博览会、青岛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等 10 多次大型展会。2018

年新增加盟商 34 家，全国共有加盟店共 214 家，自营店 37家，共计好当有机刺参专卖店 251家。

夏季高温事件对国内海参市场进行重新洗牌，好当家有机刺参凭实力在风险中取得了胜利。  

5、抓住发展机遇，稳步扩张海洋捕捞业。海洋捕捞业是公司的传统产业，截止报告期，公司

现已建成 44条船，其中灯光罩网渔船 19 条，拖网渔船 16 条，远洋鱿鱼钓船 8 条，大型运输船 1

条，在中国南海、黄海、东海、北太平洋等渔场进行作业，并配套建设了 5 万吨冷链仓库和年产

能力 5 万吨的鱼粉厂，为公司捕捞产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为响应国家号召，8 条远洋鱿鱼

钓船全部出海，赴阿根廷、赤道北作业，实现远洋捕捞“走出去”；投资建设日照好当家荣海水产

有限公司，为拓展水产品加工和海洋捕捞业务奠定基础。 

6、强化科技平台和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2018 年公司共申报 19 项省级以上课题，其中国家刺参新品种—鲁海 1 号、现代渔业园区建

设项目、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人工鱼礁建设项目等 7 项为国家级项目；山东省海洋经济创新项

目、山东省战略区域推进专项等 9 个项目验收。 

2018 年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外观设计专利 19 项，截止目前，共授权专利 473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1 项；参与了国家标准《冷冻鱼糜》、行业标准《干海参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

2018 年公司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山东省食品行业功勋企业，《有机食品冻干海参》、《有机食

品盐渍海参》被评为山东名牌，被评为威海市海洋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7,272,559.96 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6,480,514.19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11.16％、增加 13.03％。报告期内，鲜海参累计捕捞

1,880.8 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3.77％，主要因为大规格、出皮率高的鲜海参市场销售需求大，公

司捕捞及对外销售以大规格海参为主；其中：对外销售 505.2 吨，较去年同期降低 51.33％；对

内转库存 1,375.6 吨，弥补去年下半年库存的消耗。鲜海参年平均对外销售价格 136.00 元/公斤，

比去年同期增加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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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