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238                                                  公司简称：海南椰岛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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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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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06,154,174.70 元。 鉴于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相关规定，公司拟 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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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椰岛 600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齐苗苗 蔡专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3-1号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3-1号 

电话 089866532987 089866532987 

电子信箱 yedaohainan@163.com yedaohainan@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2017 年是公司围绕大健康产业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之年，目前形成了以酒类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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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销售为主要业务，饮料板块、房地产开发板块、贸易与供应链板块为辅的业务格局。其中，酒

类板块以“椰岛鹿龟酒”和“椰岛海王酒”为主要产品；饮料板块以系列椰汁饮料为主要产品；

房地产板块围绕公司大健康战略致力于康养旅居地产的开发与运营服务；贸易与供应链板块目前

主要以大宗农产品贸易为主要业务，同时适当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二）经营模式 

1、酒类业务和饮料业务 

（1）酒类业务原料采购模式：公司原材料均采取市场采购模式，大部分原料采取公开对外招标的

方式，辅料则采取合格供应商管理模式，在合格供应商中采取竞标报价进行采购，多种采购模式

均以质量、服务及成本的管控为中心进行。 

（2）酒类业务销售模式：针对传统区域和传统产品，继续采用省级代理的经销商模式；针对新开

拓区域，采用地级代理模式；在省级代理模式的空白区域，由公司组建专门销售团队进行直营，

直接覆盖县级代理渠道；新开发产品，以地级代理体系面向所有社会经销商招商；椰岛鹿龟酒高

端产品则面向特定大客户实施定制专销策略；在电商平台，与天猫、京东进行战略合作，授权第

三方电商专营团队开展电商营销。 

（3）酒类业务的经销商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强对经销商的目标牵引和考核，根据年度目标，进行

季度分解，根据考核结果，实施调整经销区域、降低经销资质直至取消经销权的奖惩措施。公司

全面引入基于产品一瓶一码的二维码管控体系，保证每一瓶产品的防伪和溯源，将过去基于公司

前线库的管理推进到经销商的二级库管理，提升了对产品的库存管理水平。实施全国统一渠道价

格体系，加强了对物流的管控力度。 

  （4）饮料业务经营模式：公司饮料业务主要采取产品自主研发，经销商代理销售的经营模式，

主要销售渠道是餐饮渠道，同时还包括副食、商超、以及学校等销售渠道。 

2、公司房地产板块坚持“根植海南，筑建生活”的经营理念，立足海南本土，以开发满足刚性市

场需求的城市住宅类产品和满足市场旅居度假需求的康养住宅产品为主，同时积极推进地产开发

与康养文旅产业的结合，打造符合自身发展的地产品牌建设。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主要有椰岛

广场、隆华新村、椰岛小城一期、椰岛小城二期等，公司在利用自有土地资源开发房地产项目的

同时，还积极储备新增土地资源，并致力于新项目的落地和开发。 

3、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以重点服务公司原材料采购业务为宗旨，依托成熟的 

渠道在专业人才的运营下，稳定酒类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并引入供应金融模式，探索贸易行业

增值服务，提升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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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情况 

大健康产业是随着健康理念的延伸而形成的健康关联产业的集合。大健康产业可分为以产品为主

导的大健康产业和以服务为主导的大健康产业两大类。我国现阶段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环境污

染等压力，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与食品质量下降的矛盾愈发突出。根据《国务院关于促

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规划，健康服务业将在未来成为我国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到 2020

年，大健康产业将达到 10 万亿元的规模。在日益增长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驱动下，消费者希

望养生酒、健康酒、保健酒能够附加更多的功能。 

（1）2017 年，在国内白酒消费市场结构升级的强劲需求下，在中高端酒业产品升级的带动下，

国内酿酒行业从复苏到全面觉醒，酿酒行业迎来了量价齐升的良好局面。根据酿酒行业 2017 年

1-12 月数据显示，1593 家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2017 年度累计销售收入 5654.42 亿元，销售收入增

长 14.42%，2017 年度累计利润总额 1028.48 亿元，利润增长率 35.79%。 

从中国最大容量空间的白酒市场趋势来看，消费升级推动，名酒需求渐旺，名酒价格回升，白酒

价格带趋稳；产业调整筑底，低质产品、落后产能淘汰，品质提升，品牌集中，产能压力缓解，

产业结构重组；震荡后的产业新格局基本形成。葡萄酒、啤酒、保健酒等产品营销创新，市场消

费多元竞争加剧。互联网营销，体验营销、酒类流通创新、酒类流通体系变革还在聚集。产业发

展、标准监管等政策调整，都在期待市场新秩序的建立，酒类产业的新常态悄然发生了变化，这

种变化给保健酒产业带来了机会。据统计，2010 年中国保健酒产量 18.42 万千升，2016 年产量增

长至 80.58 万千升，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养生保健酒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200 亿元，且呈现增

长态势，根据《中国养生酒发展白皮书》预测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养生保健酒市场规模将达

到 500 亿元，年度复合增长率在 15%左右，保健酒也将成为继白酒、啤酒、葡萄酒之后，国内酒

业市场的第四大酒种，潜力巨大。随着消费者养生需求的增加、行业规范的落地实施，养生保健

酒市场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作为传统保健酒生产销售企业，深耕行业多年，拥有多个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并在坚持遵循

传统中医养生文化基础上，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椰岛”保健酒的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正在不断深化和提升。作为国内保健酒产业的先行者，公司将在发展中迎接新的挑战，

在挑战中迎接更大的机遇。  

 （2）椰子汁产品是公司大健康产业的另一重要平台，隶属于植物蛋白饮料的椰汁不仅极具海南

特色，而且符合健康饮料市场发展潮流和趋势，随着国内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具有滋养

功效的植物蛋白饮料随之广受青睐。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 年中国植物蛋白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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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07 年以来各饮料子行业增速最快的是植物蛋

白饮料，2016 年植物蛋白饮料行业收入为 1217.2 亿元，2007-2016 年复合增速达 24.5%，在整个

饮料行业的占比上升 8.79 个百分点至 18.69%，预计到 2020 年植物蛋白饮料市场规模将达到 2583

亿元，占饮料行业的比重继续上升至 24.2%。随着植物蛋白饮料受关注度的提升，成熟的植物蛋

白饮料椰汁的竞争愈发激烈。公司未来将持续发挥椰岛品牌优势，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加强渠

道建设和市场投入，将椰岛椰汁打造成椰汁饮品市场的又一强有力的竞争者。  

 （3）报告期内，海南省政府发布深化“两个暂停”政策，限购政策再次升级，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遏制投机性购房，稳定市场预期，保持海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运行。随着政策的主导叠加作用，省内房地产去库存明显，销售均价亦同比提升，2017 年海南

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52%和 82.1%。公司房地产板块将围绕公司大健康战略发

展方向，致力于康养文旅地产项目的开发，以“椰岛小城一期”旅居养老的大健康模式为基础，

展开“椰岛小城二期”的开发建设，以缔造成熟康养社区为目标，通过完善的社区配套体系、服

务体系和社团组织，形成符合旅居养老客户需求的综合性物业产品，在物业形态上做到“建筑优

良、产品领先、服务到位”，以“养生、延寿”综合服务为特色，持续在健康养老地产细分行业深

耕发展。 

（4）在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失衡导致的关税壁垒升级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波动

加剧，对整体贸易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17 年公司持续优化产业布局，结合酒业原材料

采购需求开展贸易业务，通过相关贸易业务的探索、积累，整合产业资源，为公司产业链上下游

提供增值服务，为公司创造利润来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928,741,261.16 1,741,092,523.07 10.78 1,331,336,773.68 

营业收入 1,142,950,384.73 846,250,107.64 35.06 438,602,281.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154,174.70 -35,250,086.76 不适用  13,118,468.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6,942,043.53 -40,110,609.51 不适用  -13,918,711.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758,106,503.95 864,038,443.60 -12.26 899,505,7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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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006,263.74 82,516,312.63 -362.99 26,791,037.0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08  不适用  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08  不适用  0.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09 -4 减少9.09个百分

点 

1.4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0,492,531.90 233,820,845.12 294,956,977.98 453,680,02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57,120.45 13,392,535.45 10,497,845.82 -109,587,43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232,766.10 9,390,522.69 3,931,032.00 -114,030,83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690,236.02 52,424,613.77 -90,253,114.96 -51,487,526.5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51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93,410,473 20.84   质押 93,41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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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78,737,632 17.57  无  国有

法人 

汪越  4,962,458 1.11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4,400,000 0.98  未知  未知 

张荣翰 2,792,000 4,292,000 0.96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舒云川  3,999,725 0.89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王瑞 580,000 2,680,000 0.6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阳志勇  2,650,000 0.59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费同庆 -480,475 2,606,125 0.58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姚伟香  2,303,117 0.51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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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295.04 万元，同比增加 29,670.03 万元，增幅 35.06%，其中：

酒类收入 32,754.34万元，同比减少 1.41%，略有下降；房地产开发收入 8,010.08 万元，同比减

少 64.61%，主要是本期澄迈椰岛小城存量房受限致收入减少；贸易收入 66,987.88万元，同比增

加 172.92%实现大幅增长；饮料收入 6,259.90万元，同比增加 52.54%，销售实现良性增长。 

公司 2017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15.42 万元，上年同期为-3,525.01 万元，减幅

201.1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及金额 审批程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修订

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

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实施日新增的政府补助，

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集团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

府补助及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修订

的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

了梳理，即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并在利润

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

“其他收益”项目。报告期内，本集团

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共

计 8,157,007.14 元，变更后调减当期营

业外收入 8,157,007.14元，调增其他收

益 8,157,007.14元；母公司与企业日常

经 营 活 动 相 关 的 政 府 补 助 共 计

2,265,292.42元，变更后调减当期营业

外收入 2,265,292.42元，调增其他收益

2,265,292.42元。 

该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已

经公司2017

年 8月11日

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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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财政

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报

告期内，本集团调减 2017 年营业外收

入 31,186.53 元，调减 2017 年营业外

支出 3,209,222.78元，调减 2016 年营

业外收入 7,200,948.60 元，调减 2016

年营业外支出 5,195,849.73 元，调减

2017年资产处置收益 3,178,036.25元，

调 增 2016 年 资 产 处 置 收 益

2,005,098.87 元。母公司调减 2017 年

营业外收入 20,377.50 元，调减 2016

年营业外收入 7,200,948.60 元，调增

2017年资产处置收益 20,377.50元，调

增 2016 年资产处置收益 7,200,948.60

元。 

该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已

经公司2018

年 4月24日

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

通知》（财会[2017]13 号），为了规范企业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

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

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公司对 2017 年 5 月 28 日之后发生的资

产处理进行了梳理，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的资产组，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

响，不会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38家，详见本附注（九）1。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