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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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椰岛 600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鹏 蔡专 

电话 089866532987 089866532987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期

药谷二横路2号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期

药谷二横路2号 

电子信箱 yedaohainan@163.com yedaohainan@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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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693,821.36 1,181,621,994.22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0,566,787.78 530,702,178.15 -7.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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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470,164.62 -118,830,267.90   

营业收入 269,537,673.48 379,010,626.12 -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072,025.77 -72,794,57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997,066.39 -76,303,50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5 -9.55 增加1.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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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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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84 93,410,473  冻结 93,410,473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7 78,737,632  无  

海南红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8 19,616,055  无  

海南红舵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1 12,584,335  无  

肖丽雯 境内自然

人 

1.79 8,000,900  无  

邓亚平 境内自然

人 

1.24 5,538,871  质押 5,538,871 

曲锋 境内自然

人 

1.23 5,517,004  质押 5,517,004 

张雪 境内自然

人 

1.23 5,508,800  无  

海口汇翔健康咨询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 4,648,381  质押 4,648,381 

高勇 境内自然

人 

0.97 4,367,1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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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9年 6月 19日，东方君盛与王贵海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将东方君盛持有的 93,410,473股海南椰岛表决

权委托给王贵海。2019年 9月，东方君盛委托其时任法

定代表人李桂霞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1,076,000股。公司实

际控制人王贵海通过受托东方君盛表决权及控制的海南

红棉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红舵实业有限公司与一致行动人

田高翔、王正强、李桂霞持有的股份合计 134,459,8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99%。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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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酒业板块 

1、客户管理 

2020 年销售公司对于江西、福建两大市场省级代理商进行调整，原省代由于多年经营海王产

品，事业重心转移，对于市场投入、渠道建设、网点铺市等方面均未达到公司要求，2020 年初对

江西大区调整为地级经销商模式，取消原省代模式，充分调动经销商积极性，取得良好效果；福

建大区取消原省代模式，由原两大地级经销商共同成立福建椰岛公司，积极进行新客户招商，新

产品导入，取得良好效果。 

2、区域管理 

2020 年销售公司对各大区进行整体调整，原 16 个大区，调整至现有 9 个大区，分为 4 个重

点销区及 5 个一般销区，其中重点销区为：江西大区、福建大区、海南大区，华中大区；一般销

区为：华东大区、华南大区、鲁皖大区、招商部、特渠部；销售公司重点核心工作、人员投入，

市场投入均重点放在 4 个重点销区，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整体影响下，保持住了上半年销售业绩。 

3、产品管理 



 5 / 7 
 

2020 年销售公司针对现有产品进行梳理，制定海王酒、鹿龟酒、类白酒系列的产品组合策略，

打造终端网点建设，形成产品系列，强化产品竞争力，对于公司及经销商库存消化及产品动销取

得不错成果。  

2020 年下半年销售公司推出宝岛白新品，重点投放华东大区，仅 2 个月发货 2.7 万件，市场

反馈良好，并借此市场推广经验已快速布局全国市场。 

4、市场费用管理 

2020 年销售公司对于市场费用进行重新规划，对客户反馈往年市场费用核销复杂繁琐等问

题，重新制定 2020 年价格体系及市场政策方案，有效管控市场费用，并解决客户问题；对于往年

海王 150 费用进行重新规划，制定海王 150 剩余费用兑现专案，解决客户遗留问题及产品动销等

问题。 

(二)饮料板块 

报告期内，饮料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517.73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产品管理： 

（1）主打产品：2020 年公司主打 1.25L 瓶装和 1L 利乐包装，同时大力推广 245ml 铁罐装和

椰岛小鲜，形成在 5 元、8 元、15 元的价格带占位。 

（2）老产品升级：2020 年完成了所有老产品升级，其中包括老产品品质工艺升级、文字图

案升级、标签印刷工艺及利乐瓶盖升级等。 

（3）新产品开发：2020 年上半年开发了椰汁类新产品：310ml 椰岛黄金椰、960ml 黄金椰、

250g 小鲜果、245ml 益生元椰汁等。 

（4）新品类开发：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拓宽公司销售渠道，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在食

品饮料大品类的范围下，开发近水饮料椰汁柠檬水，火山岩矿泉水，辣椒酱等新品。 

2、品牌推广： 

（1）海报宣传：引用节庆、话题、时节性热点联合产品进行海报设计，利用朋友圈、抖音、

公众号等渠道进行软文植入宣传，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同时加深消费者对于产品外观的视觉印

象。 

（2）建立产品数据库，以月度为单位采集数据录入，规范数据体系。 

（3）完善市场、渠道定义，分类产品梳理渠道，重新规划年度销售节奏。 

（4）以大区为单位，根据单个销区不同特点开展产品宣传和陈列等重点基础工作，逐步培育

产品销售重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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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商活动： 

（1）因疫情影响，成都春季糖酒会未能如期举行，市场招商工作就改为线上招商（主要利用

食品招商网）。 

（2）在原有已发开发客户基础上，不断开发空白区域的市场，引入优质客户，共同精耕市场，

为老产品基础存量和新产品导入市场夯实基础。 

4、渠道拓展： 

坚持客户多元化需求发展方针，不断创新和突破。在定制开发业务上，公司全面开放定制开

发业务。 

5、营销活动： 

（1）通过品牌推介及订货会的形式，组织经销商及其下游核心客户联谊，形成厂商联动、厂

商联盟，以此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销量； 

（2）打造样板市场：在湖南、福建、广东打造一批样板市场，形成板块联动效应，进而影响

周边市场，逐步扩大销售规模。 

（三）贸易与供应链板块 

贸易与供应链板块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贸易为主旨，品种有棕榈油、豆油、菜油、白糖等。

经营模式为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结合，既做国际进口，也在国内主要港口进行采购销售，上下

游客户稳定并与多家公司长期合作建立了良好的供求关系。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需求下降明显，

整体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718.96 万元。报告期内，贸易与上游优

质合作伙伴进行联营棕榈油贸易，使其在行业内更具话语权。上半年采购的货物严格采用套期保

值的模式，因此盈利稳定，同时根据市场行情在期货上进行套利交易，也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未来由于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和农产品的周期库存平衡表偏紧等因素，食用油又关系到民

生，下半年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在供需上可能会有弥补性消费，因此一旦市场需求有所好转，贸

易的业务量也会增加。结合自贸港新政红利，贸易业务也在寻找新项目与合作伙伴，探索产业链

由贸易向加工延伸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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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

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数据不予调整。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对原确认为预收账款的项目数据调整至合同负债项目。



 7 / 7 
 

采用该准则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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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