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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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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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祖股份 60388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慧 施益丹 

电话 021-59755678 021-5975567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6088号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6088号 

电子信箱 gansoinfo@ganso.net gansoinfo@gans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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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301,329,828.65 2,204,174,819.14 2,204,174,819.14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75,103,364.38 1,398,517,364.78 1,351,632,515.23 -8.8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566,023.76 130,455,111.77 130,455,111.77 -39.78 

营业收入 832,821,356.76 722,705,509.69 716,824,672.40 1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544,262.12 26,110,401.96 21,053,115.62 3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147,672.13 10,376,041.16 5,318,754.82 15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4 2.06 1.71 

增加0.4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1 0.09 36.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1 0.09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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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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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祖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50 118,791,000 118,791,000 无   

卓傲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8 26,595,780   无   

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5 20,526,025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品质升级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6 4,214,366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4 2,971,877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8 2,600,000   无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7 2,578,627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 2,399,882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策略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0 2,168,709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6 1,815,69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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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元祖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83,282.1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24%；实现净利润 

3,553.04 万元,比去年增长 36.2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4.4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13%。 

2019 年上半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230,132.98 万元，净资产为 127,561.92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7,510.3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核心产品 迭代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推动核心产品原料升级、精准定位以提高产品品质及强化品牌优势。公司全

系统门店在报告期内，逐步安排核心产品之一——裱花蛋糕进行原料升级，以健康动物奶油取代

人造植物奶油，使得元祖蛋糕能够以品质优势建立市场壁垒。同时随着《健康中国 2030》等政策

推动下，市场迎来“吃得健康”的消费升级，公司落实以健康动物奶油取代人造植物奶油制作，

使得核心产品裱花蛋糕能进一步迎合市场对“吃得健康”的新饮食消费需求。 

另外，公司为核心产品——裱花蛋糕进行价值升级。公司为传统的裱花蛋糕产品注入“伴您

圆梦”的“梦蛋糕”产品概念，将传统的裱花蛋糕重新定义，作出价值升格。“元祖梦蛋糕”的新



赋能，让消费者享受除了口腹之欲外，还能体验更多的产品生命力。公司期许以“元祖梦蛋糕—

伴您圆梦”的精准产品定位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此外，公司为核心产品——水果进行价值重塑。元祖“果真好礼”的水果经过“挑三检四”，

即挑选当季熟果下树、挑出来自元祖特约果园、挑拣可符合保鲜宅配到家以及经过树龄检测、采

果检验、工厂检定、门店拣选后的水果，是作为一份来自大自然的礼物，其价值远比一般自用的

水果来得弥足珍贵，满足送礼人一份纯朴的礼意，赠予收礼人一份健康的心意。公司期许以“元

祖果真好礼”的产品价值重塑能成为消费者的消费认同下的新选择。 

2、市场营销 创造流行 

报告期内，公司对标杆产品，包括新春年糕、端午粽子等，作出多渠道的推广策略，增加各

大社交平台的产品曝光率。 

公司选择优质的门户网站进行合作，如微博手机端、符合公司品牌的 KOL（KEY OPINION 

LEADER）社交网络等进行全面的社交平台广告投放。 

考虑到公司所属的行业和领域，慎重选择和公司品牌形象相近的网站合作，投放精准广告。 

投放的广告不但覆盖 PC端，还包括移动端的各种信息渠道，同步展现较佳的广告效果，全方

位定位精准用户。 

用网络广告精准覆盖目标人群。公司借助优质门户网站、电台广播、电视台放映等所积累的

海量数据和用户资源，将产品广告通过不同维度的定位进行投放，锁定精准的目标用户，其中定

位的维度主要有时间、地域、用户、行为、频次等，让广告效果最大化。 

3、渠道营销 精细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拓展线下门店数量，打通各大一、二线城市的渠道网络。公司营运部门

根据门店开店、关店的管理制度并结合各地区的发展趋势、经营环境、人员配置等现实情况，订

立门店渠道的扩张计划，不盲目追求指标，扎根单市场的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每家门店的销售

能力和配送能力。同时，公司根据门店翻新政策，对全线门店分批进行店面革新，为消费者带来

更人性化的服务流水线，更周到、舒适的消费场景，享受线下体验式的升级服务。 

另外，公司稳健线上渠道的通路，一方面自建微商城、官网等官方网络渠道，另一方面，慎

重选择符合公司产品销售、品牌形象的电子商务平台，精准抓获终端目标群体，为消费者提供一

对一的线上售前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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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预收账

款转为收入的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为了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收入、利润情况，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财务

状况，公司决定对预付储值卡的会计处理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公司将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元祖股份关于将部分预收账款转为收入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9-030）。 

合并财务报表中，2019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增加人民币 32,005,807.61 元、2018 年上半年

度营业收入增加人民币 5,880,837.29元。2019 年上半年度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24,004,355.71 元，

2018 年上半年度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5,057,286.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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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秀琬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