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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15                     证券简称：海融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2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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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仍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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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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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融科技 股票代码 3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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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玮华 陈海丽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斗路 666 号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斗路 666 号 

传真 021-37560125 021-37560125 

电话 021-37560135 021-37560135 

电子信箱 hrkj@hiroad.sh.cn hrkj@hiroad.sh.cn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聚焦主业，专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以植脂奶油、巧克力、果酱等烘焙食品原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其中，植脂奶油系列产品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基于对市场的判断，

自行研发设计配方，并根据各地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及各地气候条件等差异，区别研发和生产满足不同市场

需求的植脂奶油产品。 

1、植脂奶油 

公司的植脂奶油产品分为含乳脂植脂奶油、不含乳脂植脂奶油两个类别，广泛应用于蛋糕、西点的表

面装饰及夹馅。不含乳脂植脂奶油具有操作性好、稳定性强、打发率高等特性，使用广泛；含乳脂植脂奶

油含有天然乳脂成分，口感顺滑，可以提升终端产品的口感、味道、营养等特性，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 

2、巧克力 

公司的巧克力产品主要用于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以及面包、月饼等馅料夹心，系根据上述烘焙食品

在生产过程中对于铲花凝结速度、可操作性、造型光泽度等方面的专门要求所研发和生产的。 

3、果酱 

公司的果酱产品主要用于蛋糕、西点的夹馅及涂抹装饰。 

公司一直致力于开拓国内外烘焙食品原料市场，销售网络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及印度、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等南亚、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为不同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售前、售中和售

后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2020年度，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植脂奶油、巧克力、果酱，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序号 产品品类 产品图片 主要用途 

1 植脂奶油 

 

烘焙食品表面装饰及夹馅使用 

 

2 巧克力 

 

 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以及面包、

月饼等馅料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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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果酱 

 

蛋糕、西点的夹馅及涂抹装饰 

 

 

（三）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油脂、葡萄糖、糖、糖浆、酪蛋白酸钠、内盒、外箱等。公司主要采用“以

产定购”、自主采购的模式，公司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评价体系来评定和选择供应商，待确定供应商后，

公司统一与供应商谈判确定采购价格、供货周期等主要采购条款并签订采购合同，采购部门采购专员负责

具体采购的执行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每年根据上一年度的销售情况，结合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制定下

一年度的销售计划，根据销售计划确定年度生产总量，并将生产总量计划分解到车间，制定月度生产计划。

公司产品主要由自有工厂自主生产，自2019年始公司新增烤焙奶油系列产品，由OEM代工工厂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主要是烘焙食品连锁经营企业和加工销售企业。公司采取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进

行销售。报告期内，经销模式是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公司的经销模式是指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

由经销商根据其客户需求及计划向公司采购（买断）协议约定的产品，并在协议约定的地域内通过其自有

渠道向其下游客户如烘焙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或单体饼店等自行销售，经销商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公司的

直销模式指公司对最终客户直接销售，大部分为规模化的烘焙食品连锁经营企业。 

（四）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食品制造业”（分类编码 

C14）。 

1、我国烘培食品原料行业发展状况 

烘焙食品原料行业与烘焙食品行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两者位于同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烘焙食

品原料行业的发展依托于烘焙食品行业；另一方面，烘焙食品原料产品的丰富以及应用技术的输出降低了

烘焙食品制作的技术门槛，专业化生产过程可以有效提升产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烘焙食品行业的

发展。 

从消费层面上看，烘培零售市场增长迅速，根据欧睿国际的数据，2019年我国烘培食品零售额达到

2,317.13亿元，同比增长10.93%，预计2024年有望突破3,800亿元。 

随着烘焙食品在人们日常饮食结构中的占比逐渐增加，人们饮食结构的调整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携带

方便、品种丰富、口味多样的烘焙食品的需求在未来将保持稳定增长，从而推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持续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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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脂奶油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的情况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西饮食文化的相互交融，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饮食习惯也

随之改变，从而使植脂奶油在我国拥有了相当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根据使用方向和制作产品的不同，植脂

奶油主要可用于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和夹馅，以及西餐烹饪或面包、蛋糕胚体、中式点心等烘焙食品的

热加工。随着西式糕点、饼干、面包等副食品的流行以及冷饮、糖果等休闲食品市场的快速增长，植脂奶

油市场潜力巨大。按照烘焙食品行业经验数据测算，目前国内植脂奶油市场容量约为100亿元。 

3、巧克力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的情况 

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领域，巧克力广泛用来制作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以及面包、月饼等夹馅。可可

脂巧克力由于其固有的物理特性，操作性差，不适合用于蛋糕造型铲花，因此在烘焙食品行业使用量不大。

烘焙食品加工销售企业普遍使用在铲花凝结速度，造型光泽，操作性方面具有优势的代可可脂巧克力作为

主要原料。随着烘焙食品行业的发展，巧克力在该领域的市场规模增长较快。按照烘焙食品行业经验数据

测算，目前国内烘焙食品行业对巧克力的需求约为15-20亿元。 

4、果酱在烘焙食品原料行业的情况 

果酱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调味食品，一般可用于西式烹饪调味、佐餐涂抹食用，也可在烘焙食品行业

作为原料大量使用。作为原料的果酱在烘焙食品制造行业主要用于蛋糕、甜点制作和面包夹馅。近年来我

国烘焙食品行业对果酱需求增长迅速，按照烘焙食品行业经验数据测算，目前国内烘焙食品行业对果酱的

需求约为20亿元，并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 

（五）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国内烘焙食品原料生产企业数量众多，占市场主导地位的是行业内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品牌

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市场份额也逐步向这些企业集中。近年来，虽然行业内主导企业的销售规模持续提升，

但行业整体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行业内主导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公司主要产品为植脂奶油，主要用于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及夹馅，在该领域目前主要行业主导厂商

为维益食品（苏州）有限公司、海融科技、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盐城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南侨食品集

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中，维益是知名国外品牌，海融、立高、顶益和南侨是我国知名品牌。 

（六）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长期从事烘焙食品原料中的植脂奶油、巧克力、果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在植脂奶油领域

不断探索创新，已具有成熟的产品设计开发能力，特别在含乳脂植脂奶油技术、果酱产品技术、法式巧克

力插片技术、生产与包装工艺技术、试验与检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掌握

了植脂奶油生产的丰富经验，生产的植脂奶油产品风味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产品的反式脂肪酸成分极

低，更是符合市场主流发展方向。公司的植脂奶油产品主要用于蛋糕、西点的表面装饰及夹馅，在按用途

细分的市场领域，公司具备相对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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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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653,494.39 583,571,842.88 -2.04% 541,063,5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28,247.08 76,717,600.38 13.18% 72,932,39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604,701.01 74,473,033.16 10.92% 68,616,28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145,476.84 96,060,077.75 -17.61% 41,643,941.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774 1.7048 10.12% 1.62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774 1.7048 10.12% 1.6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4% 32.10% -9.96% 35.4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89,233,634.53 420,447,890.51 254.20% 355,923,90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1,218,306.19 269,435,841.07 390.36% 208,485,2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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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8,901.38 118,878,689.14 148,215,871.85 195,510,03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3,731.36 23,866,443.18 20,555,787.85 38,532,28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08,814.51 21,883,978.08 18,738,551.92 38,073,35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109,778.26 51,603,363.16 23,120,411.09 92,531,4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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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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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晓 境内自然人 43.20% 25,920,000 25,920,000   

黄海瑚 境内自然人 28.80% 17,280,000 17,280,000   

上海巧朵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1% 543,000 543,000   

上海津彩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8% 527,000 527,000   

王玮华 境内自然人 0.22% 130,000 130,000   

季德南 境内自然人 0.22% 130,000 130,000   

裘国伟 境内自然人 0.22% 130,000 130,000   

曹建 境内自然人 0.20% 120,000 120,000   

杨建华 境内自然人 0.17% 104,400 0   

于秀红 境内自然人 0.17% 100,000 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黄海晓和黄海瑚为兄弟关系，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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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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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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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与年度经营计划，适时调整策略，积极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全、有序实现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营及

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积极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1,653,494.39元；实现利润总额101,024,282.0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828,247.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18%。截至2020年12月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489,233,634.5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1,218,306.1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0.3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回顾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海融食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66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0.03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050,45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2,703,750.82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967,746,249.18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将有助于提升公司

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类型、增加产能、完善产品结构、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在规模和

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二）、深化研发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2020年，新增发明专利5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专利43项，其中发明专利27项，实用新

型专利15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公司早于2018年获得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并于2020年顺利通过验

收（验收结果评定：成绩优秀）。公司现有两名技术成员获得市级大师工作室殊荣，另有两名技术成员获

得上海市首席技师称号。 

（三）不断整合供应链、努力提升服务效能 

2020年，公司产品品项不断增加；同时为满足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公司增加KA客户的量身定制服务；

2020年公司不断优化流程，升级NC系统，从商务接单、原料采购、计划排产、生产、检验、运输等环节进

行整合，采购部门也要求供应商根据生产月计划备安全库存或上海设中转库，缩短采购周期；计划部门也

根据公司年度预算生成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并不断与销售部门沟通进行及时调整，根

据销售量和库位合理备安全库存；生产部门对产线进行技改 使之能快速切换，满足KA客户量身定制需求；

促使物流供应商提升软硬件，包括全程温度监控等，确保产品品质，缩短送货时间，提升服务。 

（四）快速应变、服务客户，构建新型产品线管理架构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发，公司迅速改变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国经销商和终端

烘焙客户进行培训与指导，积极协助、支持合作伙伴们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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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不断丰富，围绕现有产品类型，建立了新的产品线管理架构。 

（五）加大自动化、智能化投入，提升品质效率 

2020年，公司在原来产线自动化基础上又增加了智能化设备和系统。奶油自控线升级项目，包括数据

采集、数据分析、防差错系统、异常报警、可视化管理等，使产线更标准化，保证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

率；新上设备管理软件，健全设备管理台账、配品配件管理、预防性维保等，使设备管理更上一个台阶；

果酱车间新增全自动化的配料设备、在线真空检测仪、Ⅹ光异物检测仪等设备，使产品品质更稳定；同时

巧克力生产设备也增加了自动紧格等自动化系统，确保产品品质。 

（六）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有效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2020年，公司更新了产品设计开发管理工作流程，在小试中试的转换过程中，增加工艺研讨和生产设

备功能的匹配评估，使得产品开发和生产实现衔接的顺畅性提高，中试成功率大大提高，产品转化效益的

速度也有很大提高。 

2020年产品合格率稳定，产品共接受国家省市的抽检45批次，抽检合格率 100 %；全年接受体系审核

17次，其中第三方审核13次，第二方审核4次，整体审核结果良好。 

公司为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工作，严格质量体系控制。并自行委托第三方型式检验，专

项检测，风险监测等共计342批次，全部合格。对内严格要求，设立产品质量参数预警机制，及时调整过

程控制参数，有效保证产品整体质量的稳定。 

（七）努力践行社会责任，共建和谐社会 

2020年，公司继续积极保护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客户和消费者，积极从事环境

保护等公益事业，从而促进公司本身和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020年，海融科技被中共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委员会、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民政府授予“2020年度

履行社会责任杰出企业”称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对海融科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绩予以表扬、上海

市奉贤区金汇镇商会评为“2020年度金汇镇商会抗疫先进企业”、被评为“ 奉贤区财富百强企业”。此外，公

司先后获得“2020年奉贤区十佳社会助老爱心企业”、“金汇镇2020年度实体型纳税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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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脂奶油 516,628,095.83 86,354,879.30 54.69% -2.29% -6.4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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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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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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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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的有关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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