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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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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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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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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隆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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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钦鸿  

办公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工业区上寮园 256幢 0138号  

电话 0663-2912816  

电子信箱 jialong249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食品制造企业。公司在产品方面，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核心，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已形成以鸡粉、鸡精为主导，鸡

汁、吉士粉、青芥辣酱、玉米粳、番茄酱等其他产品协同发展、共用营销渠道的战略布局。

其中，主导产品鸡粉、鸡精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其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分

别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52.77%、21.89%。 

鸡粉、鸡精产品是以鸡肉、鸡骨架等原材料为基础，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利用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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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手段提取出富含多种氨基酸、多肽及呈味单核苷酸等动物提取物后，经一系列高新技术手

段加工制作而成的，该产品是传统调味品味精的升级产品，集鲜、香和营养于一体，适用于

腌肉、炒菜、炆煮肉类、火锅放汤及粥品等用途。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在生产方面，公司生产部门根据营销管理中心提供的销售计划和市场销售预测信息，结

合往年同期的实际生产情况、当前产品库存量、生产完成率以及产品生产标准等拟定月度生

产计划，经中心负责人审核，总裁批准后，抄送给财务、物料、质检、采购、生产等相关部

门。 

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高产品供应能力，丰富产品品种，降低公司

整体运营成本，公司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和优势，形成自主生产和委托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自主生产模式下，公司使用自身拥有的厂房、生产设备、工人、技术工艺组织生产产品。委

托生产模式下，公司将自身研发或他方研发的产品委托给选定的合作厂家，合作厂家根据公

司标准要求进行生产，产品由公司负责销售。 

（2）采购模式 

在采购方面，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统计需求量，采购部结合生产排期和库存情

况，合理制定月度和季度采购计划，保证生产供货正常又不积压库存。同时根据产品质量、

交货期、价格、应变能力、交货期与价格的均衡、价格与批量的均衡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对

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拟成订货合同交部门负责人审核，总裁批准后

执行采购。公司品控部严格控制采购流程，对采购过程进行全程质量监督，定期或不定期赴

供应商处巡检，加强对入库货物质量的审查和检验，将质量问题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3）销售模式 

根据市场新形势及行业消费特点，公司将销售目标市场集中在餐饮行业领域，采取了以

经销为主，其他销售模式为辅的混合销售模式。公司与具有销售渠道及多年销售经验的经销

商签订经销协议，在借助经销商成熟的销售渠道及终端网络的同时，协助经销商开发空白市

场，在与经销商下游客户达成进货意向后，将需求信息反馈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自行完成

后续合同签订、物流配送和结算收款等工作。同时，公司直接与部分大型连锁餐饮企业、食

品制造企业等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利用自身研发优势为连锁餐饮企业开发定制产品，满足餐

饮企业对菜品标准化、特色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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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情况 

调味品是老百姓“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刚性需求，无明显的周期性，行业品种丰富，种

类繁多，需求旺盛，竞争激烈。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提高，人们生

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节奏加快，饮食结构与习惯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注重产品的营养、健

康和便携，对调味品的需求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消费的升级、餐饮的连锁化、自媒体的发

展和新零售的兴起，推动调味品行业不断改革创新，企业开始专注于产品升级和品牌塑造，

不再只是单一的扩产和渠道跑马圈地，企业之间的竞争由同质竞争和价格竞争逐步走向以品

牌、质量和营销等综合实力为基础的多层次竞争，规模化、品牌化的大型企业市场集中度将

不断提升。同时，行业专业化分工趋势将愈加明显，行业中将逐渐呈现出生产商、品牌商和

风味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形式的企业定位格局，各司其职，各自发挥优势，互相合作协同，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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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96,593,418.13 318,960,126.51 -7.01% 287,030,49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77,931.19 35,193,969.81 -20.50% 21,414,43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322,926.89 31,851,219.29 -11.08% 21,950,98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59,892.37 80,390,368.98 -55.39% 74,633,63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9 0.0376 -20.48% 0.02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9 0.0376 -20.48% 0.0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3.06% -0.68% 1.9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268,569,107.23 1,287,959,010.92 -1.51% 1,224,825,80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9,446,573.17 1,161,468,641.98 2.41% 1,135,630,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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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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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33,205.58 73,089,302.56 67,261,555.26 76,109,35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00,845.50 10,173,532.83 5,421,733.12 4,081,81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94,774.70 9,949,632.71 5,161,359.05 5,117,16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0,079.93 21,934,463.88 21,039,883.51 -5,344,3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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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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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平涛 境内自然人 17.15% 160,454,761 120,341,071   

林长浩 境内自然人 8.36% 78,194,308 58,645,731   

林长青 境内自然人 6.82% 63,764,901 0   

许巧婵 境内自然人 6.09% 56,938,527 42,703,895   

林长春 境内自然人 4.84% 45,298,288 0   

蒋文球 境内自然人 1.02% 9,585,500 0   

郑泽璇 境内自然人 0.89% 8,306,400 0   

陈黎丽 境内自然人 0.89% 8,301,463 0   

李志荣 境内自然人 0.84% 7,816,800 0   

孙方伟 境内自然人 0.42% 3,90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林平涛与许巧婵为夫妻关系，林平涛与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父子关系，

许巧婵与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母子关系，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兄弟关系。上述

五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04,650,7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26%，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2、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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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李志荣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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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4%。 

2、公司股东孙方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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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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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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以及行业环境，公司聚集主业，迎难而上，以市场

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深化改革，整合资源，强化优势，提升效率，力争完成各项目标。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情况低于预期，子公司的工程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折

旧有所增加，对净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659.3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1%；营业利润 3,659.6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23%；利润总额 3,429.26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8.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7.7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50%。 

2、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遵循“环境严管，工艺严控，安全沟通，追求无限”的质量方针，加强员

工安全培训，增强员工安全意识，监督检查并及时消除车间安全隐患，确保车间有序生产。

完善设备维护保养制度，贯彻落实设备三级维修保养计划机制，狠抓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延长生产设备使用期限。强化产品源头监管，严控产品质量，对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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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控、实地考察和评估，确保公司产品源头的质量与安全，保证物料和委托加工产品符

合公司要求。组建研发团队，升级产品配方，提升产品出成率，改善产品的口感，丰富产品

的营养价值。同时，公司结合发展战略，优化产能，整合资源，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佳隆夏

津部分车间、公寓及机械设备等对外出租，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流动资

金。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优化销售团队组织架构，合理配置市场资源，严格

把关人员招聘、车辆及销售费用的使用，节约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运行效率。规范产品

价格体系，完善销售政策，加大窜货处罚措施，启用窜货追溯系统，防范恶意窜货，维护市

场秩序，保证公司客户销售利益，增强客户销售信心。调整投入结构，减少低附加值业务，

利用委托加工模式，拓展公司产品品类，填补公司空白市场。充分发挥公司现有核心优势，

根据连锁餐饮酒店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建立稳定的供应关系，实现双方的互信、互利及共赢。

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工作，成功获得鸡粉、鸡精和

鸡汁等产品的出口备案资质，推动公司产品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修订《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

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和在建工程验收制度，认真做好各项资产的结算清理和盘点工作，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和账

实相符。完善公司法务管理体系，加强公司合同管理工作，规范合同管理标准，提高合同订

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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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粉 156,503,796.98 74,445,594.80 47.57% -7.54% -8.83% -0.67% 

鸡精 64,921,672.95 26,711,680.98 41.14% -0.52% 7.36% 3.02% 

其他产品 66,154,535.76 30,523,372.93 46.14% -12.79% -16.18%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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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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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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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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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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年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及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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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将

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

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套期会计准

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将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

定，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

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因此，公

司将自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披露，不追溯可比财务数据，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①根据财会[2019]6 号文件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a、资产负债表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二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

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b、利润表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将“减：信用减

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

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

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

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c、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d、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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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

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

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②根据财会[2019]16 号文件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a、合并资产负债表 

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三个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

项储备”等行项目。 

b、合并利润表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的“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的“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行项目。 

c、合并现金流量表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的“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等行项目。 

d、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专项储备”列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净

资产及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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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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