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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0-49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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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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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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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汇发展 股票代码 0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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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文 张霄 

办公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

大厦 3 层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

大厦 3 层 

电话 （0395）2676158 （0395）2676530 

电子信箱 0895@shuanghui.net 0895@shuanghui.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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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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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6,347,557,588.18 25,433,594,196.57 25,415,558,312.501 4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3,040,933,153.21 2,381,626,534.86 2,399,323,241.75 2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23,082,672.29 2,231,012,665.88 2,243,750,954.00 2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768,934,499.82 1,538,382,793.27 1,553,074,843.25 1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61 0.7218 0.7228 26.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61 0.7218 0.7228 2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2% 17.55% 17.58% -0.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999,503,876.88 28,633,340,531.12 28,633,340,531.12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5,798,540,409.49 16,487,699,958.17 16,487,699,958.17 -4.18% 

注：1 2019 年 9 月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完成对其母公司河

南省漯河市双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本公司新增三家控股子公司漯河

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

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同时对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持

股比例发生变化。本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视同合

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存在，故需调整报告期合并利润表和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比较报表相关项目。本次调整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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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57,3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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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特克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3.41% 2,436,727,364 2,436,727,36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6% 85,134,499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 57,971,09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5% 31,585,9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一组合 
其他 0.60% 20,015,643 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9% 19,6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0.51% 16,999,495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一组合 
其他 0.48% 16,020,929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0.42% 13,8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四组合 
其他 0.40% 13,246,9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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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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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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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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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公司面对中美贸易摩

擦、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肉类价格通胀等压力和挑战，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

公司坚持“调结构、扩网络、促转型、上规模”的战略方针，防疫情、保安全、抓管理、促经

营，实现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屠宰生猪327.4万头，同比2019年上半年下降61.83%；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量

（含禽类产品外销）149.6万吨，同比2019年上半年下降3.79%；实现营业总收入363.73亿元，

同比2019年上半年上升42.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41亿元，同比2019年上半

年上升26.74%，其中： 

一季度，屠宰生猪166.5万头，同比下降64.78%；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量（含禽类产品外

销）68.3万吨，同比下降10.74%；实现营业总收入175.92亿元，同比上升46.94%；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5亿元，同比上升13.82%； 

二季度，屠宰生猪160.9万头，同比下降58.22%；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量（含禽类产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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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81.3万吨，同比上升3.03%；实现营业总收入187.81亿元，同比上升39.48%；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76亿元，同比上升41.6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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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 年 7月新修订下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

则衔接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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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规定，将已向客

户收取合同对价但尚未交付商品的预收款项按照其流动性分别列示在“合同负债”和“其他非

流动负债”项目，将合同对价中包含的税款分别列示在“其他流动负债”和“其他非流动负债”项

目，同时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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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月7日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华双汇禽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华兴大道001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种鸡的

繁育；种蛋的孵化与销售；商品肉鸡的生产与销售；饲料的生产、销售；肉鸡的屠宰、加工

及销售；粮食收购。 

2020年1月7日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华兴大道001号，主要经营范围为肉制品、

鸡副产品、食用动物油脂、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2020年3月20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漯河双汇禽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西侧1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种鸡的

繁育；种蛋的孵化与销售；商品肉鸡的生产与销售。 

2020年3月2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漯河双汇食用油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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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西侧1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

售食用动物油脂、食用油脂制品。 

2020年4月20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双汇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1号，主要经营范围餐饮投资；餐饮管理；

企业管理及咨询；酒店管理；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食品批发兼零售。 

2020年5月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阜新双汇禽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兴路89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种鸡的繁育，

种蛋的孵化与销售，商品肉鸡的养殖与销售，粮食收购，饲料的生产、销售，肉鸡的屠宰加

工销售，鸡副产品、食用动物油脂、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2020年5月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阜新双汇牧业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00元，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新兴路89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种猪繁育、

销售，生猪养殖、销售，饲料、有机肥的生产、销售。 

2020年3月31日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减少子公司漯河双汇保鲜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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