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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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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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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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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惠国际 60307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再红 —— 

电话 0574-65832846 ——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

西机电工业园 

—— 

电子信箱 international@lehui.com ——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17,706,469.55 1,969,395,269.96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13,762,571.13 789,358,578.45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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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90,286.31 -51,110,909.41   

营业收入 428,028,507.10 472,976,608.17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436,532.69 41,107,715.93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716,748.23 28,197,233.88 -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0 5.21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5 -1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5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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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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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宁波乐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49 17,500,000 17,500,000 无 0 

黄粤宁 境内自

然人 

12.15 9,055,400 9,025,400 无 0 

赖云来 境内自

然人 

12.11 9,025,401 9,025,401 无 0 

宁波乐盈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6.71 5,000,000 5,000,000 无 0 

宁波乐利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6.71 5,000,000 5,000,000 无 0 

李玮晴 境内自

然人 

1.50 1,120,000 0 未知   

赖夏荣 境内自

然人 

1.41 1,050,000 1,050,000 未知   

黄东宁 境内自

然人 

1.41 1,050,000 1,050,000 未知   

黄莲芳 境内自

然人 

1.34 1,000,000 0 未知   

赖光明 境内自 1.34 1,000,000 0 未知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股东赖云来、黄粤宁为一致行动人；股

东赖云来是宁波乐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是宁波乐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股东黄粤宁是宁波乐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赖云来和赖夏荣是兄弟

关系；股东黄粤宁和黄东宁是兄弟关系；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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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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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2,802.85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370.4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总额 3,543.6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1.68 万元。 



 

公司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系收入减少、海外费

用增加、汇率波动造成的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2018 年以来，受逆全球化影响，国内啤酒饮料酿造设备板块投资放缓，叠加公司项目执行周

期的影响，2019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同比有所下滑，下滑幅度为 9.5%；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收购德国 Finnah，目前仍处于整合阶段，尚未实现盈利，导致海外费用

同比有所上升； 

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较高，汇率是公司利润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报告期，公司产生汇兑损失

348.77 万元，而去年同期汇兑收益为 398.48 万元。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通过远期汇率锁定来对

冲汇率风险，本报告期，公司远期汇率锁定（未履约部分）浮亏 244.09 万元，远期汇率锁定结汇

收益（已履约部分）633.83 万元，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3.8%，但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



净利润仅微降 1.7%。公司订单质量有所提升，平均毛利率自上年度同期提升了 3.26 个百分点。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99.03 万元，主要系公司为防范风险提升合同执行和应

收款回收的力度，并且百威墨西哥等大项目已到回款期等。 

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存货 77,171.94 万元，同比期初增长 2.48%，公司在手订单为 121,886.91

万元，同比期初增长 0.08%，由于公司产品“以销定产”的特征，存货和在手订单增长是对公司未

来业绩的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在每个细分领域只有前 2 名才能生存发展。借

鉴液体食品装备行业海外经验，行业里的领先公司都同时拥有啤酒、饮料和乳品等液体食品产品

线。 

公司的战略是成为中国液体食品装备行业的龙头企业， 因此 2018 年通过收购德国著名液体

乳品包装机械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公司现有人才、厂房设备和销售等的协同效应，快速拓展扩大

新的发展空间。Finnah 拥有世界领先的酸奶和鲜奶等液体奶高速联杯、预制杯和瓶装等在中国都

还是空白的无菌包装技术。我们并购之前知道德国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清楚该并购会对公司短期

盈利带来压力。 

整合德国 Finnah 的关键是将技术引进中国，在保留德国和欧洲市场的同时实现中国制造。目

前 CFS 预制杯包装机、BFS 预制瓶包装机和 FFS 联杯成型包装机三种产品都在我们南京工厂紧张图

纸转换和制作加工中。由于德国 Finnah 产品技术复杂，目前国产化进度比预期推迟近 6 个月时间，

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第一台设备的调试测试工作。 

今年 3 月 18 日我们派出了总经理全面负责运营管理工作，已经有较大改善，但预计德国公司

面临的经营困难超过我们当初的预期和预计。 

Finnah 同时作为公司欧洲业务板块的战略布局，成为公司欧洲的销售和服务中心，为公司的

啤酒装备、饮料包装进一步在欧洲市场的拓展和稳定提供平台。 

埃塞分公司自 2014 年设立后，已经在非洲初具规模，并于 2018 年在尼日利亚设立了分支机

构办事处；在埃塞分公司的协助下，公司每年在非洲获得超过 2 亿人民币的订单。随着经营业绩

的提升，埃塞分公司已经购置土地正筹备扩建新厂房，同时，公司还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设立子

公司，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 

墨西哥子公司已在北美占据一定市场，具有较强的独立运营能力，本报告期完成销售 1,831.04

万元，为公司贡献利润 312.58 万元。巴西的啤酒产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啤酒消费第三大

国，并且近几年精酿啤酒厂家突破 1000 家，因此决定在墨西哥市场已初有成效的基础上，在巴西



投资设立子公司。未来将以墨西哥和巴西为核心，辐射拉丁美洲和南美市场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保立隆在食品饮料和乳品装备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为了更好的发展该

业务版块，提升南京保立隆在食品饮料和乳品装备研发能力，拓展相关业务，公司决定以自有资

金对南京保立隆增资 2,500 万元。 

公司上市之后制定了装备制造和精酿啤酒平台双主业战略。公司已经投资设立以宁波精酿谷

为主体的精酿产业平台。随着中国经济从出口向内需转型以及中国消费升级，近年来啤酒走向高

端的趋势明显，目前中国精酿啤酒的市场份额仅有 1%左右，但连续多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40%，

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精酿啤酒产业发展是一个又长又宽的赛道，类似美国英国的精酿啤酒保持二

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我们在宁波大目湾建设的第一家精酿啤酒平台工厂目前已经完成土建招标，预计 9 月正式开

工建设，并在明年 5 月投入试生产。公司还准备在上海市松江区建设第一家城市体验工厂，该项

目拟采用租赁已有厂房的轻资产模式，可明显缩短建设期，项目租赁、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正在

洽谈中。精酿平台体验工厂，是以文旅体验为主题的规模较大的精酿工厂，集手工烘焙坊、运动

健身、餐厅酒吧、音乐演出、主题商场等多种文旅项目于一体，极具观赏性、科技性、亲切性和

可参与性，而城市精酿体验工厂是精酿综合体的缩小版，更加重视顾客的现场体验感。 

我们精酿产业平台规划在中国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地区各建设一家精酿平台工

厂和数十家城市体验工厂，并在国内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建设城市体验工厂，形成覆盖全国精酿

平台网络。这样既符合啤酒新鲜和本地化的精酿特色，也可以满足优秀中国精酿啤酒品牌拓展大

区域甚至全国市场的供应链需求。我们拥有大量的海外客户资源，恰逢中国蓬勃上行的精酿市场，

我们已经在精酿啤酒领域储备了大量的专利技术和人才。我们将把精酿平台打造成为公司的第二

主业，形成以啤酒饮料乳品等装备制造的国际化产业，以及以精酿平台创新发展的满足中国消费

升级的内需市场的双轮驱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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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