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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20-038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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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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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食品 股票代码 0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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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凯 徐晓 

办公地址 郑州市综合投资区长兴路中段 郑州市综合投资区长兴路中段 

电话 0371-63987832 0371-63987832 

电子信箱 lihongkai@sanquan.com xuxiao@sanqua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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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29,654,456.66 3,042,129,152.67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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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52,375,750.21 88,768,242.22 40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4,201,552.19 74,422,414.90 32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75,765,131.27 -315,238,059.56 31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11 4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11 4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9% 4.26% 14.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726,468,981.56 5,283,219,785.78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33,196,347.46 2,228,776,090.81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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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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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民 境内自然人 10.01% 79,968,688 63,208,942 质押 41,600,000 

陈南 境内自然人 9.97% 79,706,590 59,340,000 质押 13,000,000 

陈希 境内自然人 9.90% 79,120,000 59,340,000   

EAST JOY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CHAMP DAY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SUPER SMAR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贾岭达 境内自然人 8.61% 68,800,000 51,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13,395,8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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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43% 11,445,87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10,655,8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陈泽民、陈南、陈希、贾岭达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EAST JOY ASIA LIMITED 的股东为 SUPER 

SMART HOLDINGS LIMITED 和 CHAMP DAY 

INVESTMENT LIMITED，CHAMP DAY INVESTMENT 

LIMITED的股东为SUPER SMART HOLDINGS LIMITED和

EAST JOY ASIA LIMITED，SUPER SMART HOLDINGS 

LIMITED 的股东为贾岭达、陈南、张玲、陈希；陈泽民先生

和贾岭达女士为夫妻关系，陈南先生、陈希先生为陈泽民先

生之子，陈南先生和张玲女士为夫妻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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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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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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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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速冻食品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企业，20多年来，

三全食品始终站在中国速冻食品美味、健康领域的前沿，全力传承发扬传统美食文化，使用

现代科技和工艺，专注研发不同口味的美食，带给消费者新鲜的优质食品、美好的现代生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965.45 万元，同比增长 22.60%，其中零售及创新市

场实现营业收入 337,559.59 万元，同比增长 26.07%，餐饮市场受突发疫情因素影响，实现

营业收入 35,405.86 万元，同比下降 2.90%。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56,360.49 万元，同比增加

474.92%，其中，零售及创新市场实现利润总额 53,877.21万元，同比增长 623.51%，餐饮市

场实现利润总额 2,483.28万元，同比增长 5.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420.15万元，同比增长 322.19%。 

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形成优势互补，

力争通过创新技术让速冻行业得以更大的突破，坚持用科技手段和力量促进行业的快速健康

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领导下，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紧紧围绕公

司发展方针和目标，通过优化内部机制，调整产品结构，改善渠道质量，推进品牌战略，加

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强化食品安全监控，控制成本费用等手段，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

竞争力，同时利润率得到较好恢复。 

报告期内，公司将继续调整产品结构和改善渠道质量，重点关注经营层面，聚焦核心场

景，突出大品类，实现业务高质量可持续性增长。零售市场方面，围绕消费需求及消费场景

的变化，加大产品的研发与创新，逐渐拓展市场空间，改善经营质量，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整体运营稳中有进。餐饮市场方面，由于餐饮业受突发疫情因素的影响较大，从而餐饮渠道

也受到一定影响。随着国内疫情转好及餐饮业的复工，渠道补货趋于正常，进入二季度末期，

餐饮业务逐步恢复，并有所增长，从趋势看，餐饮渠道未来仍然具有较确定的成长性。创新

业务方面，积极进行业务布局，不断开拓市场、研发新品，把握未来的消费趋势，不断满足

客户多维度需求。其中鲜食业务与国际领先品牌便利店 7-11的业务合作正有序推进；电商业

务全力推进线上电商平台和分销商的开发和合作，除传统电商外，加强社区电商、生鲜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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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合作，增加了电商专供产品，兼顾线上与线下业务的统筹协调，整体趋势向好。 

为保障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态势，公司重点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基础建设、食品安

全防护、信息化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与管理力度，未雨绸缪，积极强化内

部基础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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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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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2020年4月27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本集团2020年1月1日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按照修订后的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财务报表。根据衔接规定，首

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

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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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

整可比期间信息。 

上述会计政策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837,628,396.20  706,085,123.37  

合同负债  837,628,396.20  706,085,1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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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新增子公司 1 家为郑州全盈食品有限公司，处置 2 家子公司郑州全生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汝州全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南 

                                                           2020年 8 月 18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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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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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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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