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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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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0,1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图控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3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生兵

陈银

办公地址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 1 栋优诺国际 1204

成都市青羊大道 97 号 1 栋优诺国际 1204

电话

（028）87373422

（028）87373422

电子信箱

zhengquan@wintrueholding.com

zhengquan@wintrueholding.com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3,710,399,616.78

3,727,980,298.94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812,878.45

73,361,802.94

2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69,350,282.80

57,508,728.71

20.59%

营业收入（元）

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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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708,925.60

36,269,731.77

6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2.38%

上升 0.5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891,686,70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9,45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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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0,244,471.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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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临国内外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继续围绕“转型升级”的工作主题，立足复合肥传统
主业，抓住国家盐业体制改革契机，着力推进食用盐业务的市场化运作，促使复合肥业务、调味品业务稳
步发展，从而推动公司转型。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1,039.96万元，同比减少0.4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81.29万元，同比增长23.79%。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1-6 月，公司严格实施了 2017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公司严格按照转型
规划进行战略布局，多轮驱动公司快速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1、复合肥业务
本报告期，面对复合肥行业持续低迷，农产品价格下行，农民施肥积极性下降，公司以“科技创新，
服务营销” 为核心营销战略，在品牌、产品、渠道、促销、团队五个方面进行市场精耕，稳步推进复合肥
业务。
（1）精耕渠道，推动营销升级
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加速，传统低效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型，购肥模式不断发生变化，渠道服务日
渐细化，为此公司将“科技创新，服务营销” 作为核心营销战略，调整营销体系结构。设立经作部，以专业
技术服务开拓经济作物市场，设立大客户部和渠道部，以精准服务农业公司、专业种植户，推进渠道细分
升级，加强渠道的精细化管理，并配套开展常态化的农民会、万亩示范田、桂湖品牌会员招募活动等终端
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渠道和终端的竞争力。
（2）精准发力，推进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阶段肥、滴灌肥、镁膜肥、秸秆腐熟肥等核心产品，加大在CCTV-1、CCTV-2、
CCTV-7、旅游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国家权威传播平台的宣传投入，并配合《南方都市报》等多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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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平面媒体宣传，参加2018全国鲜食玉米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南方鲜食玉米大会、“扬帆一带一路，振兴
万乡千村—中国土壤生态修护暨农技推广大行动”系列公益活动等业界权威会议，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进一步提升核心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此外公司作为首批入选“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的企业代表，
获得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及媒体丰富的宣传资源，有力促进公司品牌的传播与塑造。
（3）坚持创新，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依托核心科技及研发实力，不断创新产品结构，报告期内主推的滴灌肥、镁膜肥、秸秆腐熟肥、
阶段肥等新品受到市场广泛认可。公司坚持精准施肥、精准服务，根据不同种植区和种植作物的施肥需求，
合理设计施肥组合，并确立了“以高端水溶肥等形象品打开市场高端、以阶段肥等战略产品打开市场深度、
以喷浆硫酸钾等畅销品打开市场宽度”的产品战略规划和销售目标。
（4）延伸产业链，夯实市场竞争力
荆州嘉施利公司30万t/a硫精砂制酸装置项目于2018年5月试车成功，有效解决外购硫酸问题，保障缓
控释肥的原料供应，对公司深度开发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副产的蒸汽将替代锅炉蒸汽，清洁生产的同时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回收利用和生产效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调味品业务
（1）食用盐业务
2018年，盐改迎来过渡期的最后一年，随着食盐专营区域放开、价格放开，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公司
依托现有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强与盐业公司合作，扩大自建销售网络，拓展食用盐业务。
1）注重品牌推广，扩大市场份额
益盐堂持续加大品牌宣传投入，通过参加第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2018年美国盐业协会会员会议
等业界交流会，以多种渠道宣传和推广品牌，并重点加大华南、华中、华东等核心区域终端推广力度，提
升益盐堂在全国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截至2018年6月底，益盐堂暨旗下品牌已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其中山西、陕西、广西、贵州、吉林、河南、湖南等地市场份额已经突破10%。
2）立足市场需求，坚持创新研发
报告期内，益盐堂立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结合国内外食用盐发展和产品升级趋势，创新研发多款
营养健康、功能性盐产品，优化食用盐精细研发、食用盐衍生品及食用盐跨品类的立体化产品结构，打造
“健康—科技—产品—市场”为主线的技术革新。
3）加强渠道建设，提高终端掌控能力
①传统盐业专营渠道：公司持续深化与全国20多个省市盐业公司的战略合作，在食盐产品、品牌、渠
道等方面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②自建食用盐营销渠道：益盐堂首个天猫旗舰店“益盐堂调味品旗舰店”于2018年5月开业，随后又入驻
拼多多电商平台，进一步扩宽线上销售渠道，加强食用盐零售终端掌控力。截至2018年6月底，益盐堂营
销中心负责销售区域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全面覆盖上海联华超市、三江购物、新佳宜、天福便利、红
旗连锁等优质系统5,000余家终端门店，现代通路全面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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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川菜调味品业务
1）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加快重点技术攻关、改进产品包装，确保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并从产能规划、产品结构、人力资源、销售网络、品牌宣传各方面保持发展态势，全方位提升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优化营销网络。公司制定多项渠道管理措施，不断优化销售网络，加强与经销商的进一步合作，
促进销售网络健康发展，为未来产品建设和市场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在重点城市进行试点，积
极探索调味品的新型销售模式，直接面对终端客户，提升客户体验。
3、中小城市电商业务
（1）云图生活
报告期内，云图生活结合实际情况，精简人员配置，大幅降低经营性费用，减轻运营负担。同时利用
互联网技术优势和运营能力，以化肥为突破口，实施“精准销售”和“互联网+”营销策略，打造线上线下联动
营销模式，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进一步推进精准营销、密集营销，实现渠道和销售同步增长。2018 年
1-6 月，云图化肥销售 7.3 万吨，销售额 1.6 亿元。
（2）云图电竞
云图电竞馆创新打造“电竞网咖+”的独特经营模式，全面打通电竞比赛、电竞观赛和电竞文化，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电竞生态链，被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评选为“年度十大行业领军电竞馆”，获得了行
业肯定和玩家赞誉，直营连锁电竞馆取得阶段性成果。
1）稳步推进电竞馆的建设
云图电竞馆作为云图电竞业务重点发展项目，对比2017年开店速度明显上升，截至2018年6月底，累
计完成26家电竞馆的签约目标，其中正式运营门店15家，正在装修或筹建门店11家。下一步电竞馆将从中
小城市逐步向全国市场发展，为全国电竞爱好者提供专业的电子竞技基础设施和全民电竞赛事，打造全国
最大的直营连锁电竞馆。
2）深化与腾讯的电竞及泛娱乐合作
云图电竞馆联合腾讯游戏持续为电竞爱好者提供丰富的电竞赛事活动，全民可参与的电竞赛事覆盖全
店全月，截至2018年6月底，累计开展赛事活动1056场。2018年5月，王者互娱承办了“第五届王者荣耀城
市赛西区分站赛”；6月，云图电竞馆举办2018LPL赛季的职业战队RW粉丝见面会。下一步公司将利用云图
电竞馆腾讯专区和付费会员资源，引入更多优秀的电竞、文化、娱乐内容，打造横跨线上线下的直营连锁
娱乐平台。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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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合并单位 12 家，减少合并单位 3 家，具体如下：
（1）合并报表范围增加
子公司名称
成都云图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3,000

西双版纳诚信王者网络娱乐有限责任
20

公司

持股情况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方式

时点

新设

2018-1-4

新设

2018-1-5

成都骑士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13

成都明远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14

成都金领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20

宜城新锐王者互娱网络有限公司

20

湖北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新设

2018-3-23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新设

2018-3-27

新设

2018-4-9

新设

2018-4-11

新设

2018-4-25

新设

2018-5-7

新设

2018-5-18

成都云耀王者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雅安合创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

成都景耀王者互娱网络服务有限责任
20

公司
成都市锋锐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责

20

任公司
成都市鹏科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责

20

任公司
成都成功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成都云图锐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成都王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2）合并报表范围减少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比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时点

雷波凯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注销

2018-1-2

应城明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注销

2018-1-31

四川益盐堂川菜调味品科技有限公司

100%

出售

201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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