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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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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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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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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300,020,627.23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32,854.14元。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251,307,891.67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08,064,778.38元。  

根据公司利润实现情况和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派发现金股利，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4,000万元。  

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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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祖股份 60388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慧 施益丹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6088号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6088号 

电话 021-59755678-6800 021-59755678-6800 

电子信箱 gansoinfo@ganso.net gansoinfo@ganso.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产品主要以境内市场销售为主，利用全国近 700

家线下实体店及线上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和外卖平台实现 B 端和 C 端多种类型客户的销售覆盖。

其中，线下实体店以直营为主，加盟为辅，开展销售活动。 

公司自设立以来，以“演绎民俗，创新传统，分享幸福，放眼世界”为企业使命，开启食

养文化，致力于各类烘焙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努力成为家喻户晓的“精致礼品名家”。

经过四十年行业内深耕，旗下拥有蛋糕、月饼、水果及中西式糕点四大产品系列，共计 100 多

种产品类别。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三节四季”（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四季：踏青季、冰品季、

丰收季、补冬季）推出节令性、常规性及场景性产品： 

1. 节令产品： 

三节：（1）春节：除奶黄铜钱、聚宝盆、翡翠元宝等节令产品外，推出招财进宝礼盒、八

宝年糕礼盒、兔元宵专款礼盒等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2）端午节：首发蜜玉粽，以长条自制，

组入“双龙戏珠”礼盒。同时推出藤椒牛肉粽、菌菇粽等，以及单双黄玉子礼盒、大小端阳糕

礼盒。由于报告期内端午节与中考、高考时间接近，公司应景推出糕粽礼盒谐音“高中”，祝

福广大莘莘学子一举高中。（3）中秋节：推出多款新口味月饼，包含芋泥红枣的花新月礼盒、

含川香牛肉味的花醉月礼盒、含流心糯糯的花弦月礼盒等，并升级原星空月饼，首次尝试冰冻

流心，在极月之光礼盒包装中融入极光效果，更在饼壳上加上了古建筑国潮元素。报告期内，

公司尝试在月饼礼盒中搭配果酒，推出含柚子酒的中秋铭礼礼盒； 

节

令 
部分产品展示 

春

节 

   

八宝年糕礼盒 招财进宝礼盒 兔元宵礼盒 



   

聚宝盆 奶黄铜钱 翡翠元宝 

端

午 

  
 

双龙戏珠礼盒 端午铭礼礼盒 糕粽礼盒 

   

雪龙粽 雪冰粽 端阳糕 

中

秋 

   

雪月饼礼盒 脆雪月礼盒 星空礼盒 

   

极月之光礼盒 花新月礼盒 脱兔戏月礼盒 



 
  

花礼月礼盒 华皓月礼盒 中秋铭礼礼盒 

 

四季：（1）踏青季：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多种口味艾草大福及草莓大福等，更为情人节、 

女王节、告白日等推出情人果、女王果等特色产品；（2）冰品季：推出脆豆巧克力味、红豆抹

茶味的冰淇淋铜锣烧，以及巧克力、榴莲口味的雪贝烧，更升级推出草莓味、芒果味、蓝莓味

等不同口味的雪麻糬；（3）丰收季：金桂丰收，公司推出桂花酥长条、富贵大福等，配上不同

款式的大富大贵礼盒给消费者推出多重选择，更推出了万圣款的南瓜红丝绒蛋糕、重阳款寿山

曲鲜奶蛋糕等；（4）补冬季：推出核枣糕、芝麻糕、贵圆糕补冬三宝产品等，配合进补时节推

出蛋糕黑芝麻夹馅、黑芝麻冰淇淋蛋糕等多项产品； 

节

令 
部分产品展示 

踏

青

季 

 
  

艾草大福 草莓大福 女王果 

冰

品

季 

   

雪魔方 雪麻糬 雪贝烧 



丰

收

季 

   

富贵大福 桂花酥 柚子酒 

补

冬

季 

 
 

 

补冬三宝 平安果礼盒 桂圆核桃糕 

 

2、圆梦蛋糕：鲜奶蛋糕、慕思蛋糕、冰淇淋蛋糕、巧克力蛋糕等。聚焦场景化，除常规 

性蛋糕外，根据圆梦场景并结合春节、父亲节、儿童节、高考、七夕等特殊时间节点及市场 

热点话题先后推出心有所鼠、驰骋人生、金榜题名、珍珠奶茶、圆梦城堡等新系列蛋糕； 

类

型 
部分产品展示 

鲜

奶

蛋

糕 

   

心有所“鼠” 春暖雅馨 情有独衷 

   

优雅绅士 金榜题名 阿祖醒狮 



   

才子佳人 雍容花贵 天空之城 

   

神秘脚印 多肉森林 寿山曲 

  
 

珍珠奶茶 圣诞树桩 梅雪之傲 

慕

思

蛋

糕 

  
 

恋艾初茶 翩翩樱姿 绛心红丝绒 

   

玲珑藏心 酿曲酒酿芝士 黑木森林 

冰

淇

淋

蛋

糕 
   



驰骋人生 宫廷霜韵 初遇韵雪 

   

粉红心情 女一号 星星许愿 

3、常规产品：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有节奏地对常规品推陈出新，包括蛋卷、小圆慕 

思、海盐乳酪蛋糕、圆梦桶、雪魔方、海苔脆等，并对西点卷、麻糬、蜂蜜蛋糕等产品进行 

配方升级更新。 

产

品 
部分产品展示 

常

规

产

品 

 
  

西点卷 蜂蜜蛋糕 元气三明治 

 
  

海苔脆 如意饼 核桃酥 

   

纳福饼 旺来凤梨酥 蛋黄酥/红蛋 



   

优酪球 坚果酥 牛轧糖 

 
 

 

冷泡乌龙茶 元祖梦咖啡 小圆慕思 

 

4、水果礼盒：进口水果种植、采摘、入关等各环节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报告期内，主

要推出了台湾柚礼盒、澳柑礼盒、红龙果礼盒、新西兰樱桃、台湾莲雾礼盒。 

产品 部分产品展示 

水果 

   

台湾莲雾 台湾柚 新西兰樱桃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健康•好吃•有故事”的产品成就“元祖—让人与人之间

的联结更紧密”的使命，期许作为“精致礼品名家”，能够成为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促进人

与人之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桥梁之一。 

 

2. 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中央工厂+零售”的全链条运营模式，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

物流、市场营销、研发设计、终端零售，环环紧扣，严格把关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为消费者

提供中高档的烘焙食品。 

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供应链中心，打通计划、采购、仓储及物流管理，在采购方面，公司基于全球范



围内采购优质原料的原则，严格按照公司内部的检验流程筛选供应商，通过公平、公开的招标

方式，对主要原辅材料进行统一采购、集中管理，严格管控产品质量、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

升公司市场议价能力。公司在供应商的管理方面，采用 SRM 供应商资源管理体系，将线上寻

源体系、询报价体系一体化，将企业招投标公开透明化，优化外部供应商资源并进行供应商全

生命周期管理。 

生产模式 

公司从自身业务特点出发，优化生产策略，采取自主生产为主，OEM 供应为辅的生产加

工模式。秉承“保质、保量、如期、合理成本”的生产方针，同时优化生产场所的环境管理体

系，对水源、空气等重要指标进行监控，确保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符合人体健康要求，并主动

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对于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1）自主生产 

公司以产品为核心，建立职责分明、结构完善的内部生产组织体系，大部分产品均采用中

央烘焙工厂统一生产，以确保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公司目前分别在上海、成都自设两

家中央烘焙工厂，灵活调节生产计划，对产品质量、生产进度和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控制，确保

市场供需平衡、产品安全健康。 

（2）OEM 生产 

由于公司部分节令性产品的季节性较强，销售周期集中度较高，公司将部分产品采取 OEM

供应商生产加工模式。公司严格执行 OEM 厂商管理制度，从供应商的选择、打样、生产流程跟

踪以及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要求，以贯彻公司 “健康•好吃•有故事”的产品理念。 

公司的生产模式从流程与制度设计、供应商选择、生产流程跟踪以及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

对产品质量、生产进度和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坚持以“提升产品品质、确保生产安全、合

理控制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达成生产计划、以人为本建设团队”6 大核心竞争力，服务各分司，

保证产销协调。 

营销模式 

公司以总部主轴引领，各分司任务拆解，终端门店统一落地执行的管理策略及营销模式，

确保全系统知行合一、步调一致。同时线上线下一体，以门零、团购、电商稳固的三角支柱结

构进行业务拓展和推进。 

线上方面：公司紧跟电商市场发展，不断拓展运营模式，利用线上平台（天猫、京东、大

众点评、支付宝口碑、微商城、微信小程序以及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平台）多渠道客户引流，



满足用户全场景购物需求。为解决消费者从线上购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公司严格挑

选符合到家配送要求的快递物流供应商及跑腿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就近门店配送”或“快

递配送”的服务，通过宅配到家服务，让顾客足不出户享受便捷，轻松实现购物闭环。除此之

外，公司打通内部系统，为卡券客户提供了“一卡在手，线上线下全面通提”的便利性。 

线下方面：公司坚持“直营为主，加盟为辅”的连锁经营模式，以标准化、精细化的门店

管理制度满足消费者线下门店体验需求。另外，公司建立庞大且稳定终端渠道以不断强化公司

品牌的影响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还设立营销部门，负责各子公司及加盟商的日常管理，

有效地管理各区域门店的经营情况。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共开设 677 家门店，相比 2019

年末净增长 29 家门店。 

 

3. 行业发展现状与行业周期性特点 

1. 行业发展现状 

烘焙食品是以小麦等谷物粉料为基本原料，辅以油脂、乳品、蛋品、添加剂等，通过高 

温焙烤过程而熟化的一大类食品，又称烘烤食品。虽然焙烤食品范围广泛，品种繁多，形态不一，

风味各异，但主要包括面包、蛋糕、月饼和其他点心糕点等四大类产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食品制造业”其中“烘焙食品制造”的“糕

点、面包制造”子行业。 

从行业容量角度来说，我国的烘焙行业起步晚，但规模在不断扩大，市场处于快速成长的 

黄金期。根据 Euromonitor 统计，2018年全球烘焙行业规模，我国以 326.35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二，仅次于美国。同时，增长速度也领先于其他主要烘焙国家。2011-2017年，我国烘焙食品消

费额的年复合增长率 11.9%，美国 2.2%，日本 0.11%。可以看出，我国烘焙行业起步较晚但已初

具规模，消费额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烘焙国家。根据中投产业研究所出品的《2020-2024年中

国烘焙行业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烘焙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019

年，我国烘焙食品零食额达到 2,312亿元，同比增长 7.4%，预计 2021年烘焙食品市场规模将达

2,474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近几年，我国居民食品消费也呈现出健康、绿色、方便、美味和个性化发展的特点，而随 

着国家公众营养计划的进一步深入，消费者更加注重膳食营养均衡，烘焙食品也从原来的高 

糖、高脂肪、高热量向清淡、营养平衡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人民收 

入不断提高，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将倾向于对烘焙食品口味、质感的追求，品牌意识增强。 

烘焙食品行业准入制度的设立以及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使得行业进入门槛提高，品牌壁垒 

形成，行业进入门槛提高，中高端市场成为竞争焦点。 

2. 行业周期性特点 

1. 季节性特征 

烘焙食品中的蛋糕、部分糕点类别属于日常消费品，没有显著季节性特征。但对于节令 

性产品而言，则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比如，春节年糕、踏青艾草大福、端午粽子、中秋月

饼等糕点产品，由于与时令节日的关系属于完全依附，导致节令性产品消费呈现高度集中及规

模迅速增长的季节性特征。其中，中秋月饼由于其产品单价较高及销量较大，导致占销售收入

比重较大，因此大部分烘焙企业下半年收入表现较上半年更佳。 

2. 周期性特征 

烘焙食品行业依托大众刚性需求，作为防御性行业，一般不容易受到外围经济波动而影

响，年度市场需求大致稳定，一般烘焙食品消费与经济周期相关性不明显。 

3. 公司市场定位 

1. 行业利润水平分析 

在目前完全竞争的烘焙行业中，存在大量规模较小的烘焙店、小作坊起家的本土品牌 

及陆续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成熟品牌；对于行业内较成熟的烘焙食品企业而言，一般因 



其自动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及连锁经营模式以塑造品牌口碑、获得消费者青睐。因此，较 

成熟的烘焙食品企业能够有效地维持行业整体利润水平。 

公司名称 上市地区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85度 C 台湾 59.46% 59.66% 58.74% 

克里斯汀 香港 40.03% 43.53% 44.56% 

桃李面包 上海 29.97% 39.57% 39.85%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49.59% 49.81% 

元祖股份 上海 65.60% 64.54% 64.81% 

备注：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根据其公开财务报告计算 

从上可见，公司的毛利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同时也属可比上市公司中最高。 

2. 公司竞争优势 

1. 品牌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采购、产、

销售等环节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并一直秉承“健康•好吃•有故事”的产品理念，

以优质的产品回馈消费者对公司的支持并持续争取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信任。 

多年来，公司屡获殊荣，多次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面包糕饼专业委员会授予年度“中国月

饼十强企业”；元祖品牌也多次被评为“中国烘焙行业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中国烘焙行业

十大品牌”等殊荣。公司产品屡屡成为行业标杆、多次被评为特色旅游食品，包括核枣糕礼

盒、花弄月礼盒、旺来凤梨酥、蛋黄酥、雪月饼等，更有脱兔戏月、凤梨酥等产品获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面包糕饼专业委员会评为创新金奖、中华名饼证书等荣誉。经过多年努力，公司

已发展成为国内烘焙市场领导者品牌之一。 

2. 技术优势 

公司坚持“不断创新•引导市场•打造需求•创造流行”的经营理念，不断推动内部革新、

引进外部创新。除了从成立于 2009 年的烘焙研究所吸取并交流烘焙食品及其技术的新食品、

新技术外，公司更鼓励生产部及产品研发部等联动协作，形成良性的产品与技术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申报多个发明专利项目，如“一种桂花酿曲芝士蛋糕配方及其制备方法”、“一

种桂圆酥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等；及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如“一种用于酥皮食品加工的辊

压器”、“一种食品生产线的均匀撒粉装置”等，以公司力求卓越的技术优势，留住人才，推

动公司持续发展。 



3. 营销网络优势 

公司致力于打造“精致礼品名家”，目前在大陆主要城市及台湾地区布局门店销售网络， 

打通线上线下渠道联动发展。 

线下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共开设 677 家门店，其中直营店 558 家，加盟店 119 家，共 

同为消费者提供“一卡在手，全国通提”的便利。报告期内，公司门店更新升级，打造崭新

的门店设计并优化流水线提升顾客体验好感度。公司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四川、重

庆等东部及长江流域地区多地耕耘多年，对全国范围内客户服务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线上方面，公司建立了电子商务营销平台，并从线上拓展关键的电商平台、外卖平台 

和与时并进的客户管理系统，增加公司产品的曝光率及引流转化率。除此之外，通过线下实

体门店与线上电子商务的结合，搭配快递运输，提供到家到店服务，并打通线下购卡线上提

领的壁垒，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和融合，逐步开启一卡在手全网通提的时代。以稳健的渠道

网络强化公司营销优势，作为公司经营发展的强心针。 

 

3. 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1. 战略驱动因素 

公司为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作出资源整合的战略布局，由 

江苏元祖、浙江元祖、上海元虹分别吸收合并山东元祖、福建元祖、广州元祖。通过改善组织

方式，为公司创造集中资源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业务增量，并节省管理成本，以提升公司

业绩表现。 

2. 营销驱动因素 

公司为进一步推动市场需求，拉动业绩增长，除了执行一贯的营销策略外，一方面扩 

展线下门店渠道；另一方面，加强建设线上电商平台，并在多平台（小红书、微博、抖音、B

站等）线上宣传推广公司品牌及产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售布局，完成新零售闭环设计，

为消费者带来更人性化的消费体验，满足其消费需求，实现交易闭环，以刺激业绩表现。 

3. 技术驱动因素 

公司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迎合各年龄层消费者，不断升级更新产品，更积极研发 

“健康·好吃·有故事”的新产品，并申请相关发明专利，将产品的设计、口味、搭配更加多

样化、年轻化，满足各年龄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及消费偏好。 

4. 品牌驱动因素 



公司借助“健康·好吃·有故事”的产品理念，积累产品质量的口碑及品牌价值，凭借 

“精致礼品名家”的品牌定位，获取细分市场，实现精准营销，深挖市场，以拉动业绩表现。 

5. 人才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并执行落实门店人员五星培训及考核体系，从产品品质、陈列规范、

裱花规范、客户服务体验、线上线下渠道知识等，全方位对所有门店在职人员进行能力提升培

训及考核，以考核结果额外给予星级津贴。 

在管理人员方面，持续优化推进精英计划，从选育用留、项目管理、轮岗学习、及领导力 

提升等方面，对管理人员进行梯队目标性培育。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551,106,712.33 2,392,749,966.68 6.62 2,204,174,819.14 

营业收入 2,303,268,400.06 2,222,668,088.36 3.63 1,972,521,57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0,032,854.14 247,768,136.84 21.09 253,818,07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6,076,741.99 211,493,882.35 25.81 225,548,95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97,690,354.45 1,491,835,545.73 0.39 1,398,517,36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2,707,979.65 341,199,524.52 41.47 365,296,41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3 21.36 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3 21.36 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77 17.17 

增加2.60个

百分点 
19.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13,931,796.61 521,104,752.58 1,028,872,977.82 439,358,87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870,122.25 56,288,043.55 267,583,971.69 7,030,96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2,905,141.48 50,378,431.25 259,572,526.38 -969,07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622,251.59 168,071,619.68 505,419,026.95 -157,160,415.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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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0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8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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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元祖国际有限公司 0 118,791,000 49.50 0 无 0 境外法人 

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0 20,457,825 8.52 0 无 0 境外法人 

卓傲国际有限公司 -5,470,800 19,359,680 8.07 0 无 0 境外法人 

UBS AG 1,630,700 1,642,700 0.68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文体娱乐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33,100 1,473,416 0.6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四川海之翼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海之

翼一期管理基金 

442,666 1,010,266 0.4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郑勇 707,600 955,6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银新兴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500 721,600 0.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4,800 714,800 0.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牛晓敏 83,200 686,535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行直营为主，加盟为辅的经营策略，并积极拓展电子商务等多网络多渠道

的销售策略，强化对销售终端的控制能力，为公司后续的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 

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 （“新收入

准则”） 

统一执行国家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其他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会 [2019] 21号) （“解释第 13号”） 
统一执行国家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其他说明 

财会 [2020] 10号文 统一执行国家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1)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 (统称“原收入准则”) 。 

在原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集团销售商品收

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即：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

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本集团既没有保留通常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收

入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百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集团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

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本集团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本集团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

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

披露，例如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判断 (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

务的方法、估计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所用的假设等) 、与客户合同相关的信息 (本期收入

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务等) 、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的信息等。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会计政策的具体影响如下： 

加盟费是指加盟商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向本集团支付的一次性费用。在采用新收入准则前，

本集团在与加盟商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并授予特许经营权时一次性确认全部加盟费收入。  

在新收入准则下，鉴于加盟商在其特许经营权有效期内，持续从本集团向其提供的特许经营

权许可中取得并消耗特许经营权许可带来的经济效益，本集团已识别出与加盟商签订的特许经营

权合同符合修订的收入准则中关于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条件。因此，本集团将加盟费收入于

特许经营期间内逐步确认。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科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月 1 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0 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 / 

(减少) 报表项目金额 

 本集团 本公司 

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81,132.02 - 

负债：   

预收账款 (645,399,836.52） (968,503.18) 

合同负债 653,324,364.59 968,503.18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5,943,396.05） - 

 

(2) 解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选



择。 

此外，解释第 13号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还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 (包

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其他合营企业

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第 13号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

计处理。采用该解释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3) 财会 [2020] 10 号 

财会 [2020] 10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如果

企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 

财会 [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起施行，本集团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

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采用上述规定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全称 主要经营地 业务性质 
直接持股

比例（%） 

梦果子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投资和 

进出口贸易 
100.00 

辽宁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 批发和零售 100.00 

上海元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 批发和零售 100.00 

上海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批发和零售 100.00 

上海元虹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 

上海、北京、广西、

河北、广东 
批发和零售 100.00 

四川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 
生产加工和 

销售食品 
100.00 

浙江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 批发和零售 100.00 

湖北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江西、河南 批发和零售 100.00 

江苏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 批发和零售 100.00 

福建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 批发和零售 100.00 

元祖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管理咨询服务、 100.00 



零售和批发 

湖南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 批发和零售 100.00 

山东元祖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 批发和零售 100.00 

元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批发和零售 99.4137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3日发布了《元祖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进展公告》（2020-028），

福建元祖食品有限公司已依法完成注销关闭，相关资产、债权、债务已做清算处理。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6日发布了《元祖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进展公告》（2021-001），

山东元祖食品有限公司已依法完成注销关闭，相关资产、债权、债务已做清算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