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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1                            证券简称：华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0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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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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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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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股份 股票代码 30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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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 黄星星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 号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 号 

电话 021-67083333 021-67083333 

电子信箱 ir@hbflavor.com ir@hbflavor.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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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76,059,588 957,824,685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8,703,094 526,291,099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94,066,326 456,688,390 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414,827 480,886,526 -9.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0.88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0.8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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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7.1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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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813,600 9,627,082,061 -2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95,744,009 8,988,630,484 -21.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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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烽国际投资控股(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10% 499,500,000 499,500,000   

共青城南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 26,080,000 26,080,000   

共青城东证德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青城东证田鑫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5% 24,320,000 24,320,000   

曲水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3,890,000 3,8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0% 1,256,139 0   

于俊峰 境内自然人 0.16% 1,000,03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1% 670,000 0   

金鹰 境内自然人 0.10% 586,1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08% 514,977 0   

上海香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8% 500,000 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烽国际投资控股(中国)有限公司与上海香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于俊峰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000,030 股，合计持有 1,000,030 股。金鹰通过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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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586,100 股，合计持有 5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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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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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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同比增长8.4%。消费市场总体呈现稳中有升

态势。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经营业绩实现同比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7,605.9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90%；实现利润总额66,388.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870.31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8.06%。基本每股收益为0.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45%，较上年同期增长0.35个

百分点。 

面对市场环境压力，公司践行“美味生活引领者”愿景，积极进行产品结构优化及营销策略升级，巩固核心竞争力。食用

香精收入保持基本稳定；食品配料业务本期销售收入实现增幅超过50%；日用香精业务受市场回暖、产品结构调整、新产品

的市场推广影响，收入同比亦呈增长趋势，增幅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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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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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经华宝股份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

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存在追

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

实质性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

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

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会[2019]8号）；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要求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经华宝股份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

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存在追

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

实质性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的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根据要求对财务报表格

式和项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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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合并） 

变更前 变更后经重述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5,349,391  

应收票据  104,524,990 

应收账款  640,824,40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2,104,459  

应付票据  0 

应付账款  152,10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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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味天下食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5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味满天下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5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拉萨味天下食品有限公司已实缴出资0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华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已实缴出资0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嘉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9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BETTER WORLD NATURALS,US 

CO.,LTD.（嘉萃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3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海嘉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实缴出资

30万美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华味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海华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已实缴出资0元。 

    本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完成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华宝香精有限公司的清算及注销，并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注销完成后，

江苏华宝香精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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