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70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9-020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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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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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86779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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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迪乳业 股票代码 00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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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立 刘自立 

办公地址 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8 号 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8 号 

电话 0370-4218622 0370-4218622 

电子信箱 wzyzhangyt@163.com liuzili_zl@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乳制品、乳饮料和饮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配套的奶牛养殖、繁育和销售，属于食品制造业。报告期

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已从之前主要集中在豫鲁苏皖地区逐渐发展为全国市场。乳制品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

购买力存在较大的相关性，随着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城镇和农村消费者对乳制品的需求将日益增加。未来，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品牌管理、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加强自身竞争优势，把握发展机遇，提高经营业绩。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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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常温灭菌乳、调制乳、含乳饮料、乳味饮品和低温巴氏奶、发酵乳等液态乳制品。公司生产的乳制品

属日常消费品，直接供消费者饮用。 

（二）主要经营模式 

本公司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根据自身实力、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成立了独立的奶源部和采购部，分别负责原料生鲜乳的采购，辅助材料、包装材料、耗材等的采购。 

奶源部（负责生鲜乳采购）根据公司确定的年度销售计划测算生鲜乳需求总量，制定自有养殖基地和自控养殖小区的经

营发展计划并测算自有自控供奶能力，不足部分向外部奶牛养殖合作社采购。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及公司安全库存制定采购

计划，主要有集中定点、长期战略合作等多种模式。 

2、生产模式 

对于常温乳制品，公司销售部门首先按周统计经销商购货需求，同时预估特定时期的销售变化，这样一方面可以平滑生

鲜乳采购，避免部分时段产品短缺或过剩，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节假日期间顾客对公司产品集中增加的需求。低温乳制品由

于保质期短，不易储存，公司完全按照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乳制品业务主要采用了经销商模式，通过经销商销售产品。 

（三）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状况 

乳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国内乳品企业来讲，是把“双刃剑”。企业一方面要应对进口乳品带来的市场冲击，另一方面 

也能借此获取优质低价的奶源，降低原奶成本，提高盈利空间。日益加强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重振了消费市场信心，也

为乳品企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秩序和发展空间。“十三五”规划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具有自主

品牌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乳制品企业集团，推进乳制品产业集群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发

展方向指导，将为国内乳制品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但同时，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优胜劣汰也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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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038,781.29 1,238,707,703.52 3.74% 804,758,57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125,232.02 126,689,345.96 1.92% 89,495,34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533,384.23 101,878,836.82 0.64% 64,029,16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112,356.22 327,260,638.69 37.54% 212,530,44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7% 7.85% -0.38% 7.9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381,570,655.85 2,831,209,544.96 19.44% 2,667,061,6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2,781,881.62 1,663,355,862.04 6.58% 1,550,490,5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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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82,587.53 306,552,398.18 391,238,649.58 314,265,14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97,805.85 41,434,566.82 43,287,556.35 21,005,30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64,508.67 40,950,500.97 41,874,802.92 26,035,4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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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109,167.65 107,145,699.38 132,492,458.48 121,365,0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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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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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27% 484,690,000 484,500,000 质押 484,500,000 

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60% 94,148,674    

王宇骅 境内自然人 3.63% 39,763,200  质押 3,976,320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国民信

托四方 5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5% 30,102,338    

诸城华中正阳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23,164,602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华能

贵诚信托－华

能信托·招诚 3

号开放式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12,292,003    

北京财智联合

理财顾问有限

公司－财智多

策略成长一期

基金 

 0.66% 7,196,968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6% 6,086,675    

上海小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小村产业升

级私募投资 10

号基金 

其他 0.43% 4,698,741    

张清海 境内自然人 0.42% 4,628,400 4,628,400 质押 4,62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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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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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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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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主动应对市场环境，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在对已有销售市场继续精耕细作、巩固市场地位和区域竞争优

势基础上，通过加强营销宣传力度、提升整体营销水平等途径开发新的销售区域，认真贯彻落实年度经营计划。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3.82亿元，资产负债率47.58%。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2.8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4%；实现利润

总额1.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53%；实现净利润1.2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积极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工作。为回报全体股东对公司发展给予的投资和支持，公司积极研究、制定并实施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以股本总额1,094,867,797股为基数，每10股分配利润0.18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

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15日。 

    2、抓管理，增效益。公司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从质量、技术、管理上深挖潜力，巩固提升“科迪乳业”品牌影响，转

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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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常温乳制品 598,710,887.78 508,627,036.33 15.05% -26.55% -17.83% -9.02% 

低温乳制品 662,528,793.07 433,946,014.59 34.50% 69.92% 65.1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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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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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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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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以下修订：A、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

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原“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

应付款”；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B、利润表：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转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可转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C、股东权益变动表：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 号文进行调

整，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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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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