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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19-018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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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文杰 董事 因公出差 龙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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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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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黑芝麻 股票代码 0007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耐坚 周淼怀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号南方食品大厦 5楼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号南方食品大厦 5楼 

传真 0771-5308639 0771-5308639 

电话 0771-5308096 0771-5308080 

电子信箱 nfhzm000716@nfhzm.com nfhzm000716@nfhz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大健康食品的生产经营，主要产品和具体业务包括南方黑芝麻糊、黑黑轻脂饮品、富硒大米、曲奇饼

干、天然燕麦片、养生粗粮等系列产品，以及电商经销代理业务和大宗农产品仓储物流等业务，形成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糊类食品的细分龙头企业，南方黑芝麻糊产品畅销全国三十多年，长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培育了一大批忠

实的顾客，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超过40%以上，持续位列同类产品第一位。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

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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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964,402,999.87 2,771,779,926.21 43.03% 2,314,480,6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912,955.05 111,071,068.78 -46.06% 16,316,1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847,433.81 75,347,048.56 -53.75% 27,985,86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701,508.95 381,832,147.48 -54.77% -68,547,11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175 -52.00% 0.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 0.175 -52.00% 0.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6.36% -4.06% 0.9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399,706,206.51 5,046,779,182.15 6.99% 3,115,697,0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8,955,114.04 2,588,335,660.32 5.43% 1,737,186,851.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3,279,966.10 797,728,835.33 931,477,220.51 1,681,916,97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99,566.07 3,956,322.86 32,717,416.29 10,639,64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62,570.71 1,841,543.58 28,732,398.26 -6,089,07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72,427.04 10,508,356.62 -21,976,103.79 151,896,829.0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01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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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黑五类食

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56% 208,421,812 19,639,958 

质押 162,035,696 

冻结 16,414,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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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华 境内自然人 4.47% 33,333,333 33,333,333   

刘世红 境内自然人 3.97% 29,645,107 29,645,107   

韦清文 境内自然人 3.33% 24,823,400 18,617,550 质押 24,823,400 

李汉朝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 7,875,000 质押 10,500,000 

李汉荣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 0 质押 10,500,000 

李玉琦 境内自然人 1.34%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1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

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8,012,120 0   

广西鼎华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9% 7,410,000 7,410,000   

北京中外名人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0.93% 6,922,788 0 质押 6,91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为黑五类集团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自然人

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及黑五类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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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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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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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宏观环境概述 

2018年，外部宏观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变数多、不确定因素多，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对我

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在国家的有力调控和国内良好的经济秩序下，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忧中有喜，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消费潜力不断增长，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较好实现。根据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经济年报显示：2018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比上年增加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6.6%，按平

均汇率折算为13.6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同比增长9.0%；固定资产投资635,636

亿元，同比增长5.9%；全国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5,631元，同比增长4.8%，同比增速有所增长。 

报告期公司所处的食品饮料行业的经营环境分析： 

1、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行业竞争充分和产能过剩等原因，导致，同品类产品之间、竞品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2、传统冲调类食品由于受到消费升级、消费观念的变化、替代竞品层出不穷、渠道及营销模式变革等因素共同影响，

受到较大的冲击，公司主导产品黑芝麻糊虽然占据市场毫无争议的霸主地位，但受到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整体市场需求量下

滑。 

3、饮料行业呈现较大分化趋势，行业知名品牌主力产品的销售在连续下滑之后，实现止跌回升但未能实现大幅增长；

但细分市场产品和创新性产品继续快速增长；饮料产品整体的市场需求虽有所增长，但大品牌产品凭借其先发优势占据市场

竞争的主动权，后发品牌产品难以在竞争中取得攻城拔寨的成果。 

4、消费者对富硒食品仍处于观望期，对大部分的消费者而言，对富硒食品的消费认知和接受还需要过程，因此，公司

所经营的富硒食品（特别是富硒大米）的销售总体上增长较慢。 

5、潮流性的产品容易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年轻人的消费对品牌的忠诚度相对较低，消费稳定性差。 

（二）公司业务情况概述 

1、经营成果：2018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39.64亿元（非含税），比上年同期增长43.03%，同比有较大增长；全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91.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06%，其中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484.74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53.75%；报告期内利润及股东权益：截止2018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7.29亿元，基本每

股收益为0.084元。 

     2、主要业务分析：公司专注于健康营养食品行业，以大健康食品的生产经营为主营业务，包括几个业务板块： 

一是食品业：主要为统美食小吃类的冲调类食品、方便饮用的饮料产品、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烘焙类食品和对养生具有

较好食疗功效的富硒食品，主要包括黑芝麻糊、天然粉粉、麦片等系列冲饮产品，黑黑轻脂饮品、即食类罐装黑芝麻糊等系

列饮料产品，曲奇饼干、明胶软糖等系列烘焙产品，大米、黑芝麻植物精华硒片等系列富硒产品。报告期公司食品业的经营

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发展的态势，部分品类产品（如传统的袋装冲调类）由于受到行业市场整体需求下滑等因素影响，销量同

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报告期公司重点推广的黑黑乳等饮料化产品由于受到产品代言人涉税事件的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的产品形像随之受到损害，公司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停止代言推广议案，并对销售策略、经营计划作出调整，由此导致该系

列产品远未能达成年度经营目标因此产生较大亏损；而明胶软糖、曲奇饼干等系列产品在报告期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重大影

响，产品出口量和销售价格、产品毛利水平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经营环境

的变化、保持食品业务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是公司现阶段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是电商经销业务，主要从事自身产品的电商销售和为其他商家提供各品类产品的电商销售代理业务。报告期电商业务

发展迅猛，主要利益于上海礼多多充分发挥其优势，加大其经营业务的扩张；公司电商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充分说明我国消费

者的消费习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公司必须要顺应消费潮流、抓住机遇促进相关业务的持续发展。 

三是基于服务公司生产经营为主、并利用自身优势对外经营的农产品物流业务。公司的农产品物流业务立足于服务自身

的生产经营，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最大限度地降低大宗原料的采购成本；对外业务方面公司依托在白糖资源、渠道

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经营业务，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开展农产品物流业务经营需要占用的流动资金较大，并且一些品

类的经营难以取得收益，从资金效率、经营效益和风险管控考虑，报告期公司大幅缩减了无效益的业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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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礼多多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该

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4,975.95万元，而2017年公司只对其12月的营业收入进行合并，合并的数据同比增长853.51%。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所需的黑芝麻等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的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毛利率下降，

影响利润指标完成。 

2、报告期内，公司按年度经营计划加大对黑黑轻脂饮品等饮料产品的推广，聘请著名艺人担任产品代言人，广告投放

和终端促销投入比较大，但由于代言人在报告期间的涉税事件影响，给公司形象和产品推广带来被动和重大损失，公司不得

已停播代言广告、停用有代言人肖像的广宣物料和包装，调整市场推广策略放慢推广计划，放慢全国市场推广步伐。打乱了

整个市场推广节奏，导致产品销售量未达到预期目标、经营严重亏损。 

3、公司并购的深圳市润谷食品有限公司尚在整合期内，加上报告期其烘焙食品、明胶软糖等出口业务受到中美贸易摩

擦的影响，出口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均无法达成年度预期目标，从而导致2018年度产生较大亏损，对公司整体利润产生拖累。 

4、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终止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需对股权激励加速行权

进行会计处理，由此计提了2,609万元的股权激励费用，对公司整体利润目标的实现也产生较大影响。 

5、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资金的需要增加银行融资额度，由此产生的财务费用也同步增加，本年度实际发生的财务

费用同比增加3,400多万元。 

6、报告期内，受新零售、电商等新兴的销售渠道影响，消费者在传统商超的消费呈下降趋势。而公司的主导产品南方

黑芝麻糊等产品以商超为主力销售终端，受商超客流下降的影响，公司产品在主力销售市场的销量出现了下滑，同时一些新

的竞品也分流了部分客源，从而导致报告期黑芝麻糊等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产品销量下降，相应地经营利润也同步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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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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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孙公司6家，其中：增加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家，分别为上海牧泓贸易有

限公司及上海娱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加安阳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1家，为上海豆芝缘食品有限公司。

增加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公司3家，分别为广西容县都峤山健康小镇投资有限公司、南方黑芝麻（容

县）健康粮仓投资有限公司、容县民国小镇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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