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1118

公司简称：海南橡胶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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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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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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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601118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董敬军
0898-31669317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4楼
dongjj@hirub.cn

童霓
0898-31669309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富广场4楼
tongn@hirub.cn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4,416,779,673.14
9,186,233,335.08
本报告期
（1-6月）
-662,302,530.09
2,217,209,8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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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13,378,581,345.91
7.76
7,779,898,027.95
18.0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365,674,927.68
-81.12
5,460,310,161.27
-5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85,094,209.16
-629,245,955.82

-123,846,510.83
-379,424,487.84

-210.94
-65.84

-4.39
-0.0925
-0.0925

-1.55
-0.0315
-0.0315

减少2.84个百分点
-193.65
-193.65

（三）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1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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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3.44

2,715,012,024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
城国泰－高端装备并购契
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2.26

96,899,224

96,899,224 无

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未知

1.13

48,450,000

48,450,000 无

0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13C－CT001 沪

未知

1.13

48,449,612

48,449,612 无

0

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京） 未知
有限公司－北京华宇瑞泰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3

48,449,612

48,449,612 无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粤财信托·宏富 10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13

48,449,612

48,449,612 无

0

华商基金－兴业银行－北
京华宇瑞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13

48,449,612

48,449,612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45

19,391,200

0

无

0

张国玲

未知

0.24

10,477,669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17

7,140,04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0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313,570,000

公司原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省农
垦总局合并组建为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但目前股权
尚登记在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海南省农垦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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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票归海垦控股集团支配。公司 2018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了《海南橡胶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海垦控股集团计划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 个月
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海垦控股集团已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300 万股，
实际共持有公司股份 2,718,012,02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1%。上述股东中，海垦控股集团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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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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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1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 亿元，
公司胶产量 2.58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0.13 万吨；民营胶收购量 3.36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64 万吨；完成加工量 5.9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7 万吨。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橡胶价格持续
下跌导致资产减值损失 4.42 亿元。公司将通过严控非生产性开支、调整林木销售模式、期货套保
收益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下一步持续改革发展奠定基础，保证公司各
项经营工作稳步开展。
1、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基层主动性创造性
2018 年是公司产业转型、创新改革年，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勇于创新，大胆改革，突破现有
制约发展的管控模式，更彻底地转换经营管理机制，制定下发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指导意见》
的纲领性文件，配套出台了《基地分公司改革方案》
、《加工分公司改革方案》、
《企业经营红黄牌
警示实施管理办法》等 8 个制度文件，对分子公司充分授权、大胆激励，激发内生活力，充分调
动基层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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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利用胶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2018 年，为充分发挥胶园综合利用价值，公司制定下发了《关于综合利用胶园提高土地产出
率的指导意见》
，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养、热带高效农业、农业观光等产业。目前已完成香蕉、芒
果、凤梨、蜜柚、山油茶等高效农业种植累计约 3.8 万亩。同时，公司加大招商引资，积极推进
热带田园综合体等园区的落地实施。
3、加快并购整合，实现海外业务一体化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有序推进收购海垦控股集团持有的 R1 公司股权，并筹建海胶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该公司统筹管理公司的境外业务，聚焦海外优质橡胶产业资源，依托国
际化经营环境，发挥各项优势，推动多元发展，产融结合，形成公司国际业务拓展的投融资中心、
资本运营中心和海外业务中心，成为公司的海外总部和海外资本市场平台。同时，加大海胶云南
公司投入，进一步拓展云南及老挝、缅甸、越南等地区的橡胶业务。
4、加大科技研发，推进成果转化
公司首次获得“国产天然胶替代进口军品配套科研与工程化项目”的承研资格，进入天然橡
胶（进口替代）军品配套研发的国家队；天然橡胶基纳米粘土复合材料在第二届中国军民两用技
术创新应用大赛中获优胜奖；万吨级纳米粘土天然胶（NCR）产业化关键技术获鉴定通过；湿法混
炼白炭黑/天然橡胶母胶复合材料开发与应用技术研究项目建成了湿法混炼示范线一套，获得 1
项发明专利授权。
5、完善选人用人机制，激活管理团队凝聚力
按照“三标三系三受益”的招标竞岗方式，将忠诚干净担当、奋发有为、锐意进取、实绩突
出的优秀管理人才选拔到分子公司担任总经理岗位；以业绩为导向，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
出，建立业务骨干培养和人才引进机制并形成良性流动。同时开展“未来之星”选拔活动，为公
司人才队伍补充新鲜血液。
6、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升级风险防范能力
进一步优化公司内控管理，建立健全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及大额资金支付监控管理体系；
实行公司纪委、巡察督察办公室及审计的动态监督体系，有效监控公司经营中的各项风险，做到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堵漏。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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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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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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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任飞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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