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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0-133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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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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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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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锋 翁永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电话 0579-89908661 0579-89908661 

电子信箱 lysn600@163.com zjwyh201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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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9,245,188.90 3,374,469,201.57 1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206,114.26 74,321,975.99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895,380.76 55,254,828.26 -1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925,522.82 -43,070,986.95 6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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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3% 5.5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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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790,116.45 3,062,145,607.23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49,535,252.88 1,484,179,908.87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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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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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9% 115,000,378 0 质押 78,000,000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4% 19,643,253 0   

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 14,600,931 0   

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5% 7,945,632 0   

康地饲料(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7,862,931 0   

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3% 7,350,150 0   

康地饲料添加剂（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5,256,650 0   

深圳市乾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乾

元成长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3,000,008 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紫金 8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2,768,950 0   

杭州永坤金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坤久裕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2,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统集团，实际控制人是朱俭勇、朱俭军兄弟；华晨投

资为华统集团控股子公司，华统集团持有华晨投资 41.13%股权，华统集团

股东朱俭军持有华晨投资 4.03%股权，华晨投资股东朱泽磊、朱小芳分别

为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勇、朱俭军之侄和之姐，两人均持有华晨投资 2.42%

股权。康地饲料(中国)有限公司与康地饲料添加剂（北京）有限公司均为

大陆资本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上述外，公司无法获知上述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深圳市乾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乾元成长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800,008 股无限售流

通股；杭州永 

坤金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坤久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5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注：2020 年 1 月 6 日，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2020 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9 日期间，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直接持

有的 113,318,340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包括承诺期间派生的新增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另外华统集

团有限公司对其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增持的 1,682,038 股无限售流通股，承诺自增持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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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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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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非洲猪瘟疫情持续和新冠疫情爆发，国内大多数企业经营均受到了影响。对

此，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和战略目标，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困难，在春节后迅速复产复工，

在完成保供任务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使得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

上述疫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2020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1,924.5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9.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520.6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19%，如果剔除公司在报告

期内实施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约10.27%。 

生猪养殖业务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康猪业和仙居种猪均已部分投产。公司除继续

推进已开始筹建的生猪养殖建设项目外，报告期内还分别在东阳市、象山县、天台县、浦江县等地布局筹

建生猪养殖项目，并分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签订了相关投资协议或框架协议，继续推进生猪养殖业务的横

向布局，以提高公司生猪原料自给率。 

生猪屠宰业务方面：报告期内由于国内生猪市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缺口，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导致国内猪肉消费需求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猪肉产量下降近19.1%。受此影

响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屠宰业务整体产能利用率也出现了一定下滑。随着国家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稳

定国内生猪生产以及规模化养殖企业产能扩张，国内生猪产能已开始持续恢复，预计未来公司生猪屠宰量

及产能利用率也会逐渐得到提升。 

肉制品深加工方面：随着公司在浙江省内生猪养殖业务布局逐步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中

生猪养殖短板将被逐渐补全，因此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充分挖掘产业一体化经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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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价值，公司计划未来在继续做好产业链一体化前中端环节的同时，逐渐向肉制品深加工中食品后端聚焦。

2020年8月公司决定增资参股正大食品，与正大集团旗下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义乌中央厨房项目，是公司开

拓新肉制食品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之一。 

资本运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公开发行并上市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550万张，募集资金

净额达5.41亿元。本次可转换债券的顺利发行上市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衢州牧业生猪养殖建设。 

内部激励机制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成就，向23名激励对象实际授

予181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完善长效激励机制的方式，将企业与核心员工利益

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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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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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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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对外投资方式新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有：浦江华统牧业有限公司、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乐清市华统牧

业有限公司、杭州华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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