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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 B         公告编号：2019-35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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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俊明 董事长 因公出差 胡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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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5352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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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粮控股、深粮 B 股票代码 000019、2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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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成 黄冰夏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 9 号世贸广场 A 座 13

楼 

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 9 号世贸广场 A 座 13

楼 

传真 0755-83778311 0755-83778311 

电话 0755-82027522 0755-82027522 

电子信箱 wangfc@slkg1949.com huangbx@slkg1949.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在茶及天然植物精深加工为主的食品原料（配料）生产、研发和销售的

基础上，增加粮油储备、粮油贸易、粮油加工等粮油流通及粮油储备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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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务主要覆盖精深加工、精品茶销售、茶生活体验、茶电子交易、食品饮料、技术研发等方面。主要产品包括“金雕”

速溶茶粉、茶浓缩汁等系列茶制品；“聚芳永”“古坦”“福海堂”系列茶品；“三井”蚝油、鸡精、海鲜酱等系列调味品；“深宝”

菊花茶、柠檬茶、清凉茶等系列饮品。 

粮油贸易业务主要为大米、小麦、稻谷、玉米、高粱、食用油等粮油品种。根据市场行情及上下游企业需求对采购的上

述粮油产品进行自主贸易。贸易产品中的小麦、稻谷、玉米、大麦、高粱为原粮，主要是为行业内的大型贸易商、饲料和面

粉加工企业等客户提供用于食品和饲料进一步加工；大米、面粉、植物油为成品粮油，主要消费群体为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食品深加工企业及社区居民等。 

粮油加工业务主要为加工并销售面粉、大米、食用油等产品。公司面粉加工的主要产品有“金常满”“映山红”“红荔”系列

面包粉；“君子兰”“美人蕉”系列糕点、馒头专用粉；“向日葵”高筋特精粉、饼干粉；“飞鱼”沙琪玛专用粉；“月季香”月饼专

用粉等各种规格的小包装面粉。大米产品包括“深粮多喜”“谷之香”“金嘉喜”“润香良品”“禾香”等，其中深粮多喜常香稻稻花

香大米入选国家粮食局首批“中国好粮油”产品，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产品。食用油产品包括“深粮多喜”“深粮福喜”“红荔”等

品牌。公司还构建了粮油食品配送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营销，拥有B2C粮油网络直销平台“多喜米网”，并在天猫商

城、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开通渠道，在广州设立分公司，推广粮油终端售卖机进入社区，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放心的粮油产品。 

粮油储备服务业务主要为向以深圳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动态粮油储备服务。以经营保有量的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市场

化的粮油储备、检测、轮换等服务。凭借在粮油市场上积累的品牌、信誉、经验、管理、服务、设施、信息化系统等优势，

自主组织实施地方政府储备粮油采购、储存、轮换、销售等活动，并保证储备粮油在质量、数量、安全等方面符合地方政府

储备粮油管理机关的要求，为地方政府提供优质的动态粮油储备服务，保障地方粮食安全。 

公司还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仓储物流、码头装卸、质量检测等粮油流通服务。深粮东莞粮食物流节点项目稳步推进，

建成仓容32万吨（含临时气膜仓），建成5,000吨级粮食专用码头一个并于报告期内实现15,000吨靠泊能力升级，仓储中转量

达120万吨，码头中转量40余万吨；同时在建的51万吨仓容CDE筒仓、食品深加工项目、一期码头等项目进展顺利。项目整

体建成后将成为集粮油码头、中转储备、检测加工、配送保税、市场交易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粮食流通综合服务体。公司下属

企业深粮质检拥有专业设备100余台，获得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并被授牌“广东深圳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2018全年

检测样品超过6000个。公司下属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物流服务和冷链配送服务，上述粮油产业链流通服务正逐步成为公司重要

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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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758,782,838.14 315,762,708.35 10,793,693,156.79 -0.32% 273,383,642.99 7,493,028,16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8,331,032.44 -54,094,136.23 359,174,263.44 -14.16% 96,620,658.92 364,384,73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825,168.94 -56,114,386.31 -56,114,386.31 -26.22% -64,394,848.68 -64,394,84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9,103,635.58 -94,914,594.15 17,058,691.88 1,653.38% 61,740,568.12 99,307,56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75 -0.1089 0.3116 -14.15% 0.1945 0.3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75 -0.1089 0.3116 -14.15% 0.1945 0.3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0% -5.46% 9.55% -1.85% 9.82% 10.7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468,951,793.87 1,070,386,220.55 5,911,027,724.31 9.44% 1,178,543,725.30 5,487,316,5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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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172,502,535.11 946,920,577.33 3,848,760,765.85 8.41% 1,031,768,388.87 3,582,365,2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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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761,440.54 2,006,927,206.28 2,834,555,228.13 3,489,538,96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45,974.07 77,633,369.27 87,708,504.25 17,843,18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53,014.99 -7,931,905.70 -12,241,225.60 -39,699,02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267,533.46 -46,406,288.16 64,495,978.61 181,746,4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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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6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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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79% 735,237,253 669,184,735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8.23% 94,832,294 15,384,832   

孙慧明 
境内自然

人 
0.30% 3,403,262 0   

胡祥主 
境内自然

人 
0.23% 2,630,000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353 号集

合资金信托 

其他 0.18% 2,108,025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运晟 9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18% 2,091,200 0   

蔡运生 
境内自然

人 
0.14% 1,611,59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3% 1,472,625 0   

林俊波 
境内自然

人 
0.13% 1,457,900 0   

李倩 
境内自然

人 
0.11% 1,279,1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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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持有福德资本 100%股权、通过福德资本间接持有农产品 34%股

权，除此之外，未知上列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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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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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深粮控股认真执行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和战略规划目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深粮集团100%股权，实现

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整体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在茶及天然植物精深加工为主的食品原料（配料）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基础上增

加粮油储备、粮油贸易、粮油加工等粮油流通及粮油储备服务业务，公司转型进入“双主业”齐头并进发展轨道。 

报告期内，深粮控股围绕打造“粮食供应链优质服务商、安全优质食品提供商”的目标，以持续创新发展为主线，坚持质

量引领、创新驱动。全年经营效益持续向好，荣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下属深粮集团成功入选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行

动”企业名单、下属婺源聚芳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1、主要业务发展 

深粮控股作为深圳市的“粮安”工程和“米袋子”，报告期内公司保质保量完成政府储备服务，月均储备粮达101.42万吨，

储备油达1.21万吨，通过粮油的均衡轮换保障深圳市粮油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自身优势和产业发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开拓粮油产品供应渠道和交易方式，构建面向家庭类

客户，学校、写字楼、大型企事业机关类客户，以及饲料厂、工厂类客户的“三位一体”食品服务网络，扩大粮油的有效和中

高端供给，满足人民群众“优质、多样、营养、健康、绿色、便利”需要，实现粮食供给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转变。一是

旗下“多喜米网”线上会员+线下无人零售模式，会员已超35万个家庭，年收入突破1亿元；二是旗下贝格厨房公司为高端写字

楼、学校、医院、企事业机关、餐饮等单位提供一站式厨房配送服务，常年服务人口超过40万人；三是旗下“线上大宗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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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拓展加工原料撮合服务业务，年成交量突破500万吨，成交金额突破110亿元。 

报告期内，下属深粮质检通过了农产品CATL资质认证，取得了CMA证书，全年检测样品达6223个，同比增加24%，对

外部客户检测样品1217个。省级粮油库存检查，东北区域储粮质量达标率为100%，市级粮油库存检查质量达标率为98%。

另外，军粮服务满意度测评的结果为100%满意，全年“0”投诉。 

2、重点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东莞粮食物流节点项目同时进行51万吨CDE筒仓、食品深加工项目、一期码头等项目建设，CDE仓项目

桩基工程进度达90%，食品深加工项目主体建设基本完工，国际食品码头实现1.5万吨靠泊能力升级，全年装卸船只406条，

完成中转量超40万吨。获得了“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全国放心粮油示范仓储企业”等多项荣誉。 

报告期内，中国粮食交易网全面上线平台交易，于2018年2月份开展了首次麸皮竞价交易会，全年共进行133场竞价交易

会。另外，中国粮食交易网与平安银行合作开通“现货交易通”三方存管，实现了全部交易通过保证金线上交易。 

3、持续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深粮控股成立深粮研究院，保障创新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已形成以深粮研究院为核心，以深远数据、

面粉公司产品研发中心、多喜米质检研发部、储备分公司技术中心等为重点支撑的创新研发体系，牵引业务持续发展。持续

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建设和完善决策辅助系统，升级更新分子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包括：建成东莞智慧物流园区信息化一

期、面粉仓储信息化二期、深粮数字化实验室一期等；粮食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简称“粮食SCM系统”）按计划在6家单位

进行应用；承接东莞市发改局直属粮库“粮安工程”项目，拓展广东莞乡、太粮米业、惠州军供“粮安工程”等外部信息化项目；

深远数据公司2018年承接项目金额超过1,000万元。 

此外，公司继续在行业信息化建设核心领域掌握关键知识产权，报告期内新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件，另有5件正在申

请当中，截至目前公司共拥有62项专利和20项著作权。 

4、安全生产 

报告期内，深粮控股坚持“管理为本，安全为重”的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确保了全年安全生产零事

故。包括：公司上下均完成了各项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率先在全市市属国企中以公司整体形式，全面开展安全标准化体系建

设和双重预防机制创建工作；全面完成《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对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要求。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75,878万元，较上年同期(重组前)上涨3,307.27%；营业利润 34,122万元，较上年同

期(重组前)上涨69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833万元，较上年同期(重组前)上涨670.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深粮集团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其业绩相应

归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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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油贸易及加工 9,611,634,363.33 400,755,933.17 4.17% -0.61% 24.87%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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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向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粮集团”）

100%股权，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鉴于上述交易之标的资产深粮集团 100%股权现已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深粮集团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负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利润均并入上市公司，使得上市公司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以前年度均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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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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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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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公司按照上述要求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相应进行调整。 

该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通过，无需股东大会

审议。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的相关处理进行了规定，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该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通过，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 

 

 
    1.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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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按照上述要求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

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对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相关处理进行了规定，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变更会计政策。该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业

务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2017年股东权益、净利润造成影响。该政策变更不会造成公司对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报告年度出现盈亏性质改变。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会计估计变更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认定标准、信用风险组合分

类、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百分比的变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通

过股东大会 

2018年12月28日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年限、残值率的统一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残值率的统一 

无形资产摊销摊销年限统一 

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公司通过向福德资本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深粮集团100%股权，深粮集团已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主营业

务在原有茶叶及茶制品业务的基础上，增加了粮油储备、粮油贸易及加工等，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公司根据重组后业务规模及行业特点，并参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会计估计，对本公司原有的

会计估计进行了梳理及部分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

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本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是调减应收账款6,514,050.72元、其他应收款4,645,425.95元,调增资产减值损失11,159,476.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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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变更系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向福德资本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深粮集团100%股权，深圳市面粉有限公

司等粮食集团下属子公司一并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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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粮集团与福德资本签订的重大资产重组剥离资产无偿划转的相关协议，湛江市海田水产饲料有限公司不属于重组

资产范围，深粮集团将其持有的湛江市海田水产饲料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给福德资本，不属于公司合并范围。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面粉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华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海南海田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多喜米商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贝格厨房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置地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深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粮仓储（营口）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市深粮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市国际食品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市深粮粮油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金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双鸭山深粮中信粮食基地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深信粮食产业园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湛江市海田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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