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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5、200505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京粮 B                   公告编号：2019-054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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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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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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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粮控股、京粮 B 股票代码 000505、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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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寅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6 号京粮大厦  

电话 010-51672029  

电子信箱 59337474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83,277,725.39 3,639,625,979.41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510,904.41 59,918,995.68 -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1,194,473.59 57,359,036.51 -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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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0,592,294.21 45,694,542.88 38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73% -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73,875,154.65 4,917,148,996.28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4,031,774.36 2,272,469,925.43 2.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6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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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06% 288,439,561 164,877,598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7.07% 48,510,460 48,510,46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7% 20,393,051 0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人 2.69% 18,443,600 0   

鑫牛润瀛（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鑫牛润
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0% 15,116,472 0   

梅建英 境内自然人 0.38% 2,604,203 0   

胡天高 境内自然人 0.34% 2,356,052 0   

张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8% 1,949,250 0   

王小星 境内自然人 0.25% 1,742,700 0   

王杭义 境内自然人 0.24% 1,66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管中心持有京粮集团 100%股权，京粮集团持有京粮控股 42.06%股份，为京粮
控股控股股东。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王小星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1,742,700 股；2、股东胡天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8,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18,052 股；3、

股东王杭义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333,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33,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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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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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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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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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非常严峻：一方面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且反复无常，影响公司经营

决策，增加公司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非洲猪瘟持续，豆粕市场需求疲软，公司豆粕销售受到影响，直接冲

击公司油脂板块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 32.83 亿元，同比下降 9.79%；利润 8,737 万元，同比下

降 20.25%。其中：食品板块实现收入 4.52 亿元，同比增长 7.60%；利润 8,899 万元，同比增长 31.84%；

油脂板块实现收入 28.31 亿元，同比下降 11.61%；利润 918 万元，同比下降 86.62%。 

（2）油脂板块经营情况 

公司油脂板块受中美贸易战、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严重，尤其是油脂压榨业务，原材料采购转向南美进口

及轮储大豆相结合，国内市场豆油、豆粕价格持续走低，压榨利润大幅压缩，油脂加工业务出现亏损，直

接影响了油脂板块的经营业绩。公司小包装油脂销售、油脂油料贸易业务按照年初公司董事会制定经营计

划，稳步推进中，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橄榄油、非转大豆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销量保持稳定，产品结构逐

步优化。 

（3）食品制造板块经营情况  

公司食品制造板块在行业战略竞品不断涌入、终端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实现利润 8,899 万元，同比增

长 31.84%，保持稳步发展势头。休闲食品业务坚持“差异化非对称竞争战略”，深化“专业化制造+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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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模式，着力实施打造精品和产品升级迭代策略，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4.05 亿元，同比增长 4.80%；

利润 8,591 万元，同比增长 30.32%。面包加工业务紧跟市场需求，着力拓展定制业务板块和品牌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4,802 万元，同比增长 38.94%；实现利润 308 万元，同比增长 97.47%。 

（4）土地修复板块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开展的土地修复业务，主要为江苏新沂窑湾镇项目和唐山曹妃甸项目。新沂窑湾镇项目完成股权

调整后，对规划方案进行新的研究论证。唐山曹妃甸项目进展顺利，已经进入施工阶段，2019 年预计新增

耕地 1,183 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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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陆续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上市公司执行。 

②财政部 2019 年 5 月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分别要求自 2019年 6月 10 日和自 2019年 6 月

17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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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粮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

元设立北京京粮古币油脂有限公司，2019 年 5月 7 日，已完成工商注册工作。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北京

京粮古币油脂有限公司。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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