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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8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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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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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科技 股票代码 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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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喜春 孙淑媛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 号中粮广场

A 座 7 层、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 号中粮广场

A 座 7 层、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电  话 0552-4926909 0552-4926909 

电子信箱 zlshahstock@163.com zlshahstoc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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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306,025,166.76 8,895,459,481.85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5,409,417.14 186,076,158.79 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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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8,343,889.96 199,919,661.58 7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966,079.81 1,519,394,675.72 -11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76 0.1007 96.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75 0.1007 9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1.98%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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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7,111,016.44 17,156,862,702.52 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75,753,871.01 9,827,441,512.08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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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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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CO Bio-chemical Investment Co., Ltd. 境外法人 47.34% 883,233,262 883,233,262   

大耀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5% 152,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4% 45,515,6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2,217,1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9,062,97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6,645,723    

李东鑫 境内自然人 0.18% 3,421,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主要消费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3,259,893    

葛品利 境内自然人 0.15% 2,800,000    

邓强 境内自然人 0.12% 2,28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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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葛品利”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2,8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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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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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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指示精神和中粮集团党组

工作决策部署，公司深入研判疫情发展形势和自身潜在保供能力，针对市场消毒酒精物资紧张的情况，主

动调整产品结构和产能，创新突破生产、包装、物流等多个瓶颈，全力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保障抗击

疫情重要物资的生产供应。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向湖北、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广东、

山西、浙江、安徽、新加坡、韩国、越南、新西兰、澳大利亚、乌拉圭等地供应酒精25万余吨，体现社会

责任担当。 

报告期内，玉米深加工行业正处于产能过剩的周期性低谷，受疫情冲击及衍生的需求萎靡与油价暴跌、

粮价高企等不利影响，报告期内营商环境十分严峻。面对重重困难，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执行集团党组的各项决策部署，

圆满完成疫情防控和各项经营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06亿元，同比增长4.62%；实现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65亿元，同比增长96.38%。报告期内，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灵活的原料

选择。在上半年玉米价格大幅走高，许多燃料乙醇企业面临停工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多元化原料的灵活使

用，开工率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管理升级。优化采购环节，费用同比降低，企

业降本增效成果显著；（3）人员结构优化。人员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成本利用率显著提高；（4）工艺升

级。包括柠檬酸、淀粉及副产品在内的多种产品，实现质量提升，降本增效；（5）产品结构更加合理，

坚持大宗产品向特种产品转变，产品量价把握合理，盈利能力增强；（6）优化客户结构。把握大客户战

略方向，在上半年疫情突发、国内需求锐减的情况下，利用良好的客户信誉及外贸渠道，果糖、淀粉、蛋

白饲料、医药酒精等产品出口增量明显。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战略计划实施，超过十个续建续投及新建项目正在稳步实施。燃料乙醇

方面，公司通过搬迁、改造，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生物燃料乙醇产能、市场份额保持行业领

先地位。淀粉及淀粉糖方面，公司通过新建玉米深加工项目以及新建变性淀粉生产线，向上、下游延伸产

业链；并通过改扩建糖浆产能，进一步确立了公司淀粉糖行业主导地位。生物材料方面，公司通过技术攻

关，掌握了从丙交酯到聚乳酸的工业技术，万吨级丙交酯项目正在稳步推动。公司始终重视科技创新，保

持较高比例研发投入。产品研发方面，可降解生物制品和特种产品不断增加；技术进步方面，新工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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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为企业经营节约了大量生产成本；基础研发方面，丰富的技术储备支持企业未来发展，并获得多项

国家级、省部级奖励。此外，公司不断加强安全环保意识，强化源头治理，环保检查全部达标；上半年事

故发生率同比下降，质量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100%。 

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我国下半年经济有望持续恢复。2020年下半年，玉米深加工行业面临原料高企、

供给增加，以及利多、利空因素交织的不确定局面，挑战依旧严峻。中粮科技将坚持底线思维，防范风险，

化危为机，稳定大宗产品并重点向高端食品添加剂和生物可降解材料领域延伸发展，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差

异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以及一站式的营销解决方案。面对下半年的机遇和挑战，中粮科技必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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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2020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预收

款项减少323,528,862.26元，合同负债增加288,682,686.31元，其他流动负债增加34,846,175.95元；导致2020

年1月1日母公司财务报表预收款项减少4,835,185.90元，合同负债增加4,348,705.52元，其他流动负债增加

486,480.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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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佟毅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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