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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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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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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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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601118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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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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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020,882.70
9,685,450,491.8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16,471,419,811.92
-5.93
10,150,047,514.64
-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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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1-6月）
144,793,363.34
5,936,287,681.13
81,228,907.00
20,153,566.25

-517,643,886.66
5,243,430,372.09
-387,135,788.34
-661,400,228.5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不适用
13.21
不适用
不适用

0.82
0.0190
0.0190

-4.25
-0.0930
-0.0930

增加5.07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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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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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44

2,715,012,0
24

0

质
押

313,5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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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26

96,899,22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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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0

72,674,4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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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1

47,329,612

0

无

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7

41,680,456

0

无

0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1

39,000,000

0

无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未知

0.80

34,180,9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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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0.57

24,2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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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7

24,224,707

0

无

0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未知

0.48

20,747,225

0

无

0

股东名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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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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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
团”)，截至本报告期末，股权尚登记在海南省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的股票归海垦控股集团支配。2018 年，海垦
控股集团实施了增持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3900 万股。截至报告期末，海垦控股集
团实际共持有公司股份 2,754,012,024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4.35%。上述股东中，海垦控股集团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之
外，海垦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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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为海南橡胶工业质量提升年，海南橡胶以“内稳外拓、精农强工、科技支撑、金融
保障”十六字发展方针为引领，继续按照综合改革方案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各板块
具体方案落地实施，重点推进工业质量提升年建设，促进标准化生产及新技术推广，提升生产管
理效率，节约成本，全面增强盈利能力，持续深入改革发展，形成更加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更
加高效的管控运营机制，保证公司各项经营工作稳步开展。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盈利，净利润
为 8,122.8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15.36 万元。
1、强化胶园建设，打造胶园经济综合体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抓橡胶冬春管理工作，严格督查各单位的胶园管理及割胶生产，同时
做好橡胶“两病”防治工作，上半年累计防治面积为 370.6 万亩次，与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对比，

防效 85%以上，防效明显。同时签署了 2019 年橡胶树综合保险投保协议，并完成验标查验工作。
公司通过创新和优化生产经营管理机制，大力发展间种、套种和林下养殖等非胶农业，通过“橡
胶+”的模式，提高胶园综合经理效益。
2、整合加工板块，升级设备工艺
以金橡公司为主体，将岛内 12 家加工分公司整建制转入金橡公司，实现橡胶“收购、加工”
工贸一体化整合。整合后，一是产品线改造升级，金隆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需要新增设备已采购、
安装完毕，目前正在调试、优化中；二是实施环保标准化，聘请环保公司做环保管家，全面启动
加工厂的环保标准升级；三是加快推进知名轮胎企业对天然橡胶加工厂的认证；四是合理布局岛
内林木加工厂，积极开拓云南林木加工以及海外林木加工业务。
3、延伸产业链，完善市场平台
2019 年 7 月公司收购了江苏爱德福公司 80%股权，拓展业务结构，延伸橡胶产业链；成立专
业销售公司，以乳胶制品销售为切入点，同时开设乳胶制品健康生活体验馆门店；完成收购并控
股新加坡 R1 公司，推进国内国际橡胶贸易平台一体化改革，实现国内外贸易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产品互联；搭建以上海区域为核心的国内国际橡胶营销战略决策中心、风险控制中心、供应链管
理中心、期货交易中心，提升通过套保规避价格风险和为终端客户服务的能力。
4、着力科技研发，强化成果转化
公司投资 13,875 万元用于环保型脱蛋白恒粘度天然橡胶产业化应用项目。该项目被国家工信
部列为重点支持项目，为海南省唯一的工业强基工程项目。为此，公司成立了三级子公司海南金
林橡胶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以此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项目建设，确保产品品质达到世界同类
产品先进技术水平。目前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中，预计 2019 年底可进行试运行投产。
5、优化金融平台，服务橡胶产业
2019 年上半年，东橡公司完成收购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经营牌照后，协同公司内部生产、贸
易、物流等板块聚焦“金融+产业”业务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发挥产业金融
平台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公司橡胶主业和非胶产业的发展，同时强化风险管理，助力公司掌控上
游资源、抢占下游市场，推进产业链整合发展。
6、全力推进“双百行动”
，继续深化公司综合改革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开展一年以来，海南橡胶“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工作进展顺利， 2019

年上半年，
“双百行动” 2018 年和 2019 年台账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公司将继续深化管理体制和
经营机制改革，以资本为纽带，形成公司总部、产业板块子公司、基地分公司的母子关系企业管
理架构。
7、强化信息化管理，全面提升经营水平和效率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目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一期项目正在进行，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供
应商已进场开展工作；胶工即时结算管理等系统已投入使用，大幅提高了基地分公司的内部管控
能力及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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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变化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施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政策内容进行调整，
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仅于 2019
年年初对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和计量，并对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年初数进行调
整。上述重新分类、计量和调整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的变化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2019〕6 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
对财务报表列报进行调整，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和净利润
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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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