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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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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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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峰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赵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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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535,2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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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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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建国 陈凯跃、刘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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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83778690 0755-83778690 

电子信箱 dujg@slkg1949.com chenky@slkg1949.com、liumy@slkg1949.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促进业务融合协同发展，主营业务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务、食品加工制造业务、租赁及商务服务

业务。 

批发零售业务主要涉及大米、小麦、稻谷、玉米、高粱、食用油等粮油产品和精品茶、饮料、调味品的销售。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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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加工及面粉加工企业等客户提供原料供应服务；大米、面粉、食用油、精品茶、饮料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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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给企事业单位、食品企业及社区居民等。 

食品加工制造业务主要是公司在面粉、大米、食用油、茶及天然植物、饮料、调味品等方面的加工和技术研发。公司面

粉品牌及产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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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品牌包括“深粮多喜”

“谷之香”“金嘉喜”“润香良品”“禾香”“深粮鱼水情”等。食用油品牌包括“深粮多喜”“深粮福喜”“红荔”“深

粮鱼水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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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加工过程符合供深食品评价要

求，允许使用“深圳标准·圳品”标识。“深粮鱼水情”形成了米、面、油、杂、特等军粮供应、军需民用品牌系列。公司

茶产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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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包括“三井”蚝

油、鸡精、海鲜酱等；饮品包括“深宝”菊花茶、柠檬茶、清凉茶等。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务是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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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产业链上下游各类客户提供专业的粮油及食品饮料进出口贸易、仓储保管、物流配送、质量检测、信息化技术服务，物业租

赁和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服务。旗下深粮东莞粮食物流节点项目建设与运营工作稳步推进，建成后将成为集粮油码头、仓

储保管、检测配送、加工生产、市场交易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粮食流通综合服务体。旗下深粮质检获得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被授牌“广东深圳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旗下深粮冷链为客户提供食品冷链仓储和配送服务。旗下深粮置地开发有

限公司是专业的资产管理平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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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059,984,335.92 10,758,782,838.14 10,758,782,838.14 2.80% 315,762,708.35 10,793,693,15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3,501,809.52 308,331,032.44 308,331,032.44 17.89% -54,094,136.23 359,174,26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0,898,272.66 -70,825,168.94 -70,825,168.94 595.44% -56,114,386.31 -56,114,38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053,823.97 299,103,635.58 299,103,635.58 -36.46% -94,914,594.15 17,058,69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54 0.2675 0.2675 17.91% -0.1089 0.3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54 0.2675 0.2675 17.91% -0.1089 0.3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46% 7.70% 7.70% 0.76% -5.46% 9.5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775,067,275.86 6,468,951,793.87 6,468,951,793.87 4.73% 1,070,386,220.55 5,911,027,7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20,751,187.57 4,172,502,535.11 4,172,502,535.11 5.95% 946,920,577.33 3,848,760,765.85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70,626,148.23 2,211,541,584.46 2,698,691,403.40 3,579,125,19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325,678.48 81,843,172.13 126,218,773.60 34,114,18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123,269.62 79,071,830.43 123,362,000.33 29,341,17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345,085.86 -169,084,543.89 450,361,780.45 129,121,6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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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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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8.23% 94,832,294 15,384,832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30% 3,436,462 0   

胡祥主 境内自然人 0.24% 2,800,000 0   

林俊波 境内自然人 0.22% 2,48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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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雍棋 境内自然人 0.10% 1,097,205 0   

钟振鑫 境内自然人 0.09% 1,010,600 0   

翁礼章 境内自然人 0.09% 1,005,530 0   

蔡聪达 境内自然人 0.09% 1,000,0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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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德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

圳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深圳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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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报告期末，股东李雍棋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股票数量为 1,097,205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097,205 股。报告期内其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票数量减少 9,100

股，普通账户数量减少 1,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减少 11,000 股。 

2、报告期末，股东蔡聪达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股票数量为 1,000,051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1,000,051 股。报告期内其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票数量增加

1,000,051 股，普通账户数量未有变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

1,000,05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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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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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深粮控股按照年度重点工作和战略规划目标，坚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将重组后续融合、重塑公司战

略作为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谋划、同落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效益向好，主业

发展质量有所提升，战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内部管控水平进一步提高。  

1.主要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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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茶及食品业

务产业新格局，构建面向多群体多渠道的食品供应链和服务网，扩大中高端粮油食品的有效供给，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优

质、多样、营养、健康、绿色、便利”需求，推动粮油产品供给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粮食流通服务，通过积极打造供应链，不断延伸产业链，创新商业模式，提升产业价值链，保

质保量完成粮油供应服务，粮油主业发展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茶及天然植物精深加工、食品饮料、精品茶等业务进行整合重构，实现整体减亏。 

2.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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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深粮东莞粮食物流节点项目建设运营进展顺利。粮食物流及码头配套项目、CDE仓库工程、食品深加工项目

和一期码头的建设，按计划、按进度稳步推进。旗下东莞物流公司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取得成效，获评安全生产标

准化二级企业，荣获“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东北粮源基地项目开始运营。为了加快落实“北粮南运，南粮北储”战略，公司组建东北粮源项目基建办

公室，加速推进粮源基地项目建设。6月，东北粮源基地项目一期15万吨仓储主体工程开始建设；10月底，深粮控股黑龙江

粮食产业园智慧粮库开始入粮。 

3.持续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信息化创新成果应用，提升运营管理效能，保障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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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粮集团储备分公司技术中心、茶产品及技术研发中

心等为重点支撑的创新研发体系，聚焦信息化项目创新研发，以运营管理需求和行业最前沿技术发展为导向，规划完成公司

管控、创新管理平台等14个信息化项目。截至目前，公司申请及获得专利共89项、拥有23项软件著作权。 

4.其他重点工作 

（1）报告期内，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公司完成组织架构调整，完成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和证券简称变

更，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等事项。公司按照监管新要求和有关规定及程序，完成了内部制度合并修订，

推动完善公司治理。通过各种有效举措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效能。 

（2）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组后，在制度、业务、人员、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全面融合，开启了“茶+米”的发展新篇章，

通过资产及业务的整合，原深深宝业务实现整体减亏。 

（3）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资金管控，按照“内部银行”模式开展精细化管理，对资金实行有效监管。公司进一步

完善CBS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全面开通9家银行的银企直连，搭建银行账户信息库，实现银行和账户的系统监管。 

（4）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风险、内控、合规管理。构建标准化合同库，制定标准合同模板，涵盖各类业务类型；

开展内部控制评价，以评促建，推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上台阶；风控链条延伸至客户端，对新合作客户进行资信调查，

为公司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实现公司及下属企业采购信息在阳光采购服务平台公开发布，组织开展阳光采购平台培训。 

（5）报告期内，公司打造安全生产工作新格局，进一步牢树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夯实安全管理

基础，排查隐患，立即整改。公司紧扣“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主题，扎实开展“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安全生产月”、

“国庆特别防护期”安全大排查、“119”消防宣传周等专项安全活动。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05,998.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0%；营业利润43,357.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50.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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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1,876,325.71 424,574,322.44 4.27% 3.33% 5.9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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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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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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说明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

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

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 号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

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 2019 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经本公司 2019 

年 10月 28日第

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批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

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详见本报告

“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注释“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第44

项。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 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 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

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

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经本公司 2019 

年 4月 25日第十

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批准。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账面价

值调节和损失准 备调节详见下

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

响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

告”注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第44项。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

组，应根据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经本公司 2019 

年12月30日第十

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批准。 

执行新准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

响。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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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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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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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注销了杭州春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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