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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27                                     公司简称：金健米业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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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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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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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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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健米业 60012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陈绍红 胡  靖 

电   话 0736-2588288 0736-2588216 

办公地址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

事处莲池居委会崇德路158号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

事处莲池居委会崇德路158号 

电子信箱 dm_600127@163.com hj_600127@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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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10,961,213.79 2,039,237,019.48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9,811,691.92 754,714,070.17 0.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678,117.92 -5,062,013.6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21,359,321.66 1,312,852,520.25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7,621.75 6,987,650.89 -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8,609.76 3,706,979.52 -16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32 0.9351 减少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9 0.0109 -27.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9 0.0109 -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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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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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4 143,350,051 0 无 -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9 24,330,900 0 未知 - 

湖南湘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 12,406,805 0 无 -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4 6,053,776 0 未知 - 

湖南兴湘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4,052,386 0 未知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8 3,725,000 0 未知 - 

刘黎明 未知 0.42 2,666,900 0 未知 - 

李莲子 未知 0.39 2,517,300 0 未知 - 

刘强生 未知 0.37 2,351,701 0 未知 - 

林润颜 未知 0.31 2,017,800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湖

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与湖南湘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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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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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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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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同时受中

美贸易战、新零售对传统市场冲击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加工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在

此背景下，公司通过拓展销售渠道、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新品研发等措施，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14.21亿元，同比增长 8.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09.76万元，同比减少 27.05%。 

上半年，公司主要推进了如下工作： 

1、拓展销售渠道，确保售后服务。报告期内，一是各分子公司加大了对经销商和网点的开发

力度，推动渠道向农村乡镇和社区市场下沉。营销公司开发新经销商 70家，新增网点 5,173 个；

乳业公司新增经销商 20 家，新增零售网点 300 多个；药业公司新增经销商 39 家；新中意公司新

增经销商 38家。二是营销公司与米面油各产业公司进一步加强产销联动，加强售前、售中、售后

的沟通，全面提升服务客户的水平。 

2、强化项目管理，督导建设进度。报告期内，公司对投资项目和技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

和管控。特别是对重庆公司建设项目进行了预算工程量审核、设计变更审核，确保重庆项目顺利

推进，目前已完成整体土建工程的 80%；对乳业公司车间技改及观光牧场项目全程介入，确保达

成预期效果，现已全面完成车间技改工程；对金健粮食益阳公司的成品物流输送、毛米生产线技

改项目进行了验收，提出了完善建议。 

3、实施品牌建设，打造优质粮油。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中国好粮油”项目的申报，公司

米、面、油共有 7个单品通过初审；参与了“湖南好粮油”的标准起草，成为“湖南好粮油”《富

硒大米》、《虾田稻米》、《 富油酸菜籽油》起草单位之一；与常德市粮食行业协会共同申报了常德

香米项目，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2018年上半年，公司顺利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15个、

有机食品大米 3个、挂面 2个，顺利推进了打造绿色工厂的进程。 

    4、加快新品研发，提升技术服务。报告期内，一是总部技术研发部门对高档优质稻富硒种植

栽培、富硒挂面、燕麦酸奶新品开发等 10个新品项目进行了立项，完成了杂粮小麦粉、大米酵素

牛奶、酸奶味奶糖等 5个新品项目的验收。二是总部技术研发部门强化了对分子公司的技术服务，

分别协助面制品公司进行了富硒挂面、杂粮挂面的研发；与植物油公司开展了 DHA 藻油菜籽油的

研发工作；完成了乳业公司儿童 DHA甜奶、CC酸奶的市调及研发报告；协助新中意公司攻破常温

冰淇淋的技术难关。 

5、加强安全监管，杜绝安全隐患。报告期内，一是总部督导各分子公司重新梳理了食品安全

关键控制点、生产安全重大危险源、重要环境因素等，并针对风险点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与应急预案。二是公司加大了对所属企业的安全检查频率、检查深度、检查幅度。上半年公司组

织了 2 次大规模的飞行检查。同时，各分子公司建立了常态化的自查机制，周查、月查、季查，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效果良好。三是强化了安全预警机制，推进了全员培训、演练、识别

身边危险等活动，以宣传橱窗、安全标语、警示牌等形式，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安全生产意识得

到明显提升。 

6、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报告期内，一是根据国家政策变化，修订、完善

了公司相关财务制度，规范相关业务的处理等。二是重点关注产品单位成本、往来管理、核算规

范等会计基础工作和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通过现场巡查、督导来进一步提升财务人员执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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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成了 NC系统对相关事项财务预警功能的开发，满足个性化业务流程需求，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是强化内部审计，对所审事项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并提出相关的合理化改进建议。 

2018年下半年，公司将结合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变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新

思路，推动营销模式创新转型，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提升新产品的开发实效，持续开拓业务市

场。同时，公司将在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下，严控成本管理，开源节流，强化工作执行力度，

确保完成本年度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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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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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