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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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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青美平措因公务出差未亲自出席，授权委托董事关颖代为出席并表决，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

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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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粮控股、京粮 B 股票代码 000505、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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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颖 高德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

15 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6 号京粮大厦

15 层 

传真 010-51672010 010-51672010 

电话 010-51672130 010-51672029 

电子信箱 1124387865@qq.com gaodeqiu_jl@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油脂油料加工销售及贸易和食品制造。油脂油料加工及贸易业务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区域，

品牌包括“古船”、“绿宝”、“古币”、“火鸟”，主要产品有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香油、麻酱等。

食品制造主要是指休闲食品、面包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品牌包括“小王子”、“董小姐”、“坚强的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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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等，主要产品有薯片、糕点及面包。休闲食品业务覆盖全国各省、直辖市，面包业务集中在京津

冀区域，为肯德基华北区域主要供应商之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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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8,741,749,912.11 7,440,286,465.54 17.49% 7,409,124,30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846,956.70 133,341,925.75 38.63% 167,956,58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037,737.59 104,483,092.09 57.00% 127,425,17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540,910.08 297,366,794.05 -182.91% 850,167,55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9 36.8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9 36.84%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5.70% 1.47% 7.6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695,504,493.73 5,231,266,600.19 8.87% 4,917,148,99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0,571,543.53 2,406,039,283.87 12.66% 2,272,469,925.4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19,261,111.71 2,031,511,955.92 1,928,342,701.75 3,062,634,14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55,045.32 46,107,849.87 40,894,930.95 70,189,13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30,342.72 44,264,847.23 32,040,014.29 64,002,53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948,834.32 -141,853,013.56 -273,955,632.37 -159,681,098.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6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89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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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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8% 288,439,561 164,877,598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6.67% 48,510,460    

王岳成 境内自然人 5.66% 41,159,887 41,159,887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人 1.23% 8,939,300    

鑫牛润瀛（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鑫牛润

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51% 3,684,503    

梅建英 境内自然人 0.36% 2,604,203    

张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7% 1,949,250    

王小星 境内自然人 0.24% 1,748,400    

谭文琼 境内自然人 0.20% 1,419,700    

东方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1,35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国管中心持有京粮集团 100%股权，京粮集团持有京粮控股 39.68%股份，

为京粮控股控股股东；②王岳成为京粮控股副总经理；除上述股东关系之

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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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王小星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748,4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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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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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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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体经营情况 

2020年是波谲云诡、格局巨变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等利空因素的冲击，公司顶

住压力、快速应变，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管理，研究分析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夯内控合规基石，

促行稳致远发展，实现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42亿元、同比增长17.49%，利

润总额2.85亿元、同比增长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亿元、同比增长38.63%，每股收益

0.26元、同比增长36.84%，圆满完成了年度任务目标。 

（二）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油脂板块稳中向好 

油脂板块发挥油脂产业链优势，有效抵御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的冲击。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1.36

亿元。京粮天津坚持“套期保值+基差销售+储备轮换”的经营模式，积累中美贸易战应对经验，科学研判，

提前筹划，确保企业稳定的经营利润，全年压榨大豆创历史新高，超额完成年度预算指标。京粮油脂在套

期保值模式下加强品类研发，强化市场分析，发力国产大豆、葵油、非转菜油等需求稳定、受疫情影响较

小的品种，全年油脂油料销售创历史新高。古船油脂以托管红井源为契机，创新京蒙产业帮扶模式，强强

联手、优势互补，发挥更大的带贫效益，借助集团工会福利平台建设，全力推进全品类营销模式，布局线

上推广。天维康持续推进仓储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储备油监管，提升仓储服务水平，提高轮换效率，落实

应急储备调配任务。 

2、食品板块稳中有进 

受疫情引发的市场需求疲软影响，报告期内，食品板块实现利润总额1.74亿元。浙江小王子积极开发新产

品、拓展新渠道，新产品4D玉米卷进入百草味、来伊份、三只松鼠三大平台，销量增长明显，永辉、大润

发、沃尔玛等大卖场的“店中岛异形柜”策略推动单店平均销售增长率大幅增长，形成新品增长老品稳定

的良好态势。古船面包抓住国内疫情企稳的机遇，加大肯德基、绿茶餐厅渠道的销售，绿茶餐厅及经销渠

道销量占比提升，客户渠道进一步优化。 

3、并购托管稳步推进 

本着“落实一批”、“推进一批”、“拓展一批”的思路，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并购重组。报告期内，公司圆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满完成浙江小王子剩余股权收购项目，为后续并购重组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公司托管红井源公司和

上海首农，通过规范化指导、输出专业化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梳理业务流程，提升了托管企业管理

水平，实现了既定托管目标。 

4、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 

公司上下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精准防控，精细施策，第一时间响应上级要求，成立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和防疫监督小组，建立防疫体系，从严从紧、落实落细各项防疫措施。公司积极用好防疫期间金融

扶持政策，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5、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利用线上办公平台提高执行力，确保公司各项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二是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建设体

系，推行多向交流、上下互动机制。积极创办“京粮控股大讲堂”，提升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强化市场化思维，共享管理经验。三是积极推动合规试点工作，分批次调研公司及子公司的合规管理情况，

梳理主要业务合规制度、合规义务、合规风险等，补充完善股权投资领域合规风险清单等，打牢合规管理

基础，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油脂 7,799,378,959.10 136,231,943.72 4.64% 20.90% 52.85% 0.15% 

食品加工 898,193,522.11 174,173,301.85 29.46% -4.52% -6.77% -2.1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市场行情好转加工量增加，油脂压榨业务利润增

加带动收入及利润增加，且本期收购少数股东部分剩余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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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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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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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会计准则修订及财政部通知要求，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仅调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及相应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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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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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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