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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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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日辰股份 60375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建伟 刘军 

电话 0532-87520886 0532-87520886 

办公地址 青岛市即墨区青岛环保产业园

（即发龙山路20号） 

青岛市即墨区青岛环保产业园

（即发龙山路20号） 

电子信箱 rspzqb@richen-qd.cn rspzqb@richen-qd.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06,290,120.18 631,482,574.24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3,634,065.71 581,961,582.74 -3.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901,776.79 31,195,305.25 -33.00 

营业收入 107,156,124.38 123,068,538.02 -1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910,007.52 35,824,067.43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927,548.15 35,207,320.95 -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8 19.34 减少13.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4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48 -25.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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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6.24 55,465,261 55,465,261 质押 1,897,580 

青岛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07 8,948,396 8,948,396 无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

账户 

未知 3.67 3,623,730 3,623,730 无   

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 2,958,147 2,958,147 无   

福建德润壹号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 2,958,147 2,958,147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

一一组合 

其他 2.23 2,199,685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其他 2.06 2,026,642 0 无   



投资基金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其他 1.42 1,401,46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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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26 1,245,161 0 无   

孙慧明 境内自

然人 

1.02 1,008,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华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青岛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福建德润壹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国内外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尤其是公司下游之一的餐

饮行业首当其冲，全行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一季度的二、三月份餐饮行业的堂食部分几乎处于

停滞的状态，直到从二季度才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国外疫情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内部分地区的反

复，致使行业复苏的进程落后于市场的预期，餐饮从业者对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放缓了扩张

步伐和推出新品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大部分业务以 B 端客户为主的公司也受到了较大的

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715.61 万元，同比下降 12.93%，其中餐饮渠道实现

销售 3,398.62万元，同比下降 32.78%。 



作为国内新兴复合调味料行业的先行者，公司认为本次新冠疫情对处于发展早期的国内复合

调味料行业的影响应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长期来看，国内餐饮行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餐饮

业态连锁化、标准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对专业、安全的调味品定制需求也将越来越迫切，这

将促使国内复合调味料行业从极度分散逐步走向集中。在此背景下，公司上半年一方面更加重视

对新客户的开发，不断储备潜力客户；另一方面，加大零售业务的推进力度，上半年公司商超客

户和电商自营实现收入同比增长 227.35%和 14.19%。与此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夯实人才队

伍建设，加快推进公司信息化进程，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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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会计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