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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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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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人民币608,679.55万元。公司2020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26,549.36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51,859.23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

例为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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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元饮品 60315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永利 吴卜乐 

办公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新区六路

南、滏阳四路以西 

河北省衡水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新区六路

南、滏阳四路以西 

电话 0318-2088006 0318-2088006 

电子信箱 yangyuanzhengquanbu@hbyangyuan.com yangyuanzhengquanbu@hbyangyu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饮料、罐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核桃仁、机械设备的进出口；



核桃仁预处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自其前身 1997 年 9 月 24 日设立起，一直致力于主要以核桃仁为原料的植物蛋白饮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同时标注“养元”商标、“六个核桃”商标的植物蛋白饮料

核桃乳，具体品种主要有养元精品型六个核桃核桃乳、养元智汇养生六个核桃核桃乳和养元精研

型六个核桃核桃乳等。除核桃乳外，公司产品结构中还包括植物蛋白饮料核桃发酵乳、核桃咖啡

乳、核桃大豆乳和核桃杏仁露等。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核桃事业部和供应部负责公司主要原材料、辅料、包装材料等的采购事宜，其具体职

责包括：供应商的评估管理及供应链的优化；完成公司年度采购目标，及时、有力地在计划内保

障供应；在采购过程中严格控制好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的采购以保证食品安全为导向，制订了供应商的选择、考核、管理及淘汰制度。公司制

订了《采购管理制度》《外包选择标准》，据之对供应商、外包方进行选定，符合公司标准的供应

商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制订了《供应商管理手册》，据之对供应商的企业资质、生产能力、

供货质量、服务态度、交货及时率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评出优劣等级。公司还采取第二方

的现场审核方式，供应部每年组织生产部、技术部、总经办等相关部门对供应商进行一次实地考

察，通过实地考察、现场审核、资质审查等方式对供应商能力综合评定，实施优胜劣汰的考核机

制。 

在采购流程方面，总经办调度中心按照公司销售目标，将月度生产计划下达到生产部、技术

部，生产部将周生产计划下达至核桃事业部和供应部，核桃事业部和供应部根据生产计划、安全

库存、进货周期确定需采购货物的品种、数量，选择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落实进货入库，

公司的原材料、辅料，以及包装材料在入库前须经技术部组织检验，未通过检验不得入库。 

 

2、生产模式 

（1）自产 

报告期末，本集团共拥有植物蛋白饮料生产线 30 条，合计产能约 144 万吨/年，可生产目前

公司产品组合中的主要产品。公司的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具体模式为：公司各区域销售办事

处将市场需求信息汇总至总经办调度中心，总经办调度中心根据市场产品品种需求量制定月生产

计划总量，并及时通知生产部、技术部，生产部根据月计划总量编制周计划，并将编制的计划提

前发放至核桃事业部、供应部、安环部、储运部等部门，以供各部门提前做好计划和部门间协调

工作安排。生产计划最终发放至各工段长及材料员处，并传达给各班组长组织落实生产任务。 

（2）委托加工 



自 2010 年 9 月起，为了解决公司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快速实现全国多地生产布局的内

在需要，公司一方面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选址自建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委托外单位加工产品。报告

期内委托加工商有河南华冠养元饮料有限公司、四川华冠食品有限公司、滁州华冠饮料有限公司，

公司委托加工产品主要为核桃乳、核桃大豆乳、核桃花生露、核桃杏仁露等植物蛋白饮料，主要

供应河南南部、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及其周边市场。 

公司委托加工的模式是去料加工，即公司提供全部的原辅材料和包装物，由委托加工厂加工

成产成品，产成品的所有权属于公司。公司与河南华冠、四川华冠、滁州华冠分别签署年度《委

托加工合同》。委托加工方在各环节的安全质量控制方面执行与公司相同的安全质量控制体系，包

括从原材料采购到产成品出厂的整个链条，以确保委托加工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有经销和直销。其中，经销模式是主流销售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的产品

通过卖断方式直接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销售给零售终端商，最后由零售终端商直接销售给

消费者。 

公司经销模式的运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销售，即公司的产品主要通过卖断方

式直接面向经销商销售，再由经销商向零售终端商销售，最后由零售终端商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二是服务于产品销售，公司对经销商指导、支持与管理，公司的指导、支持与管理覆盖包括经销

商、零售终端商的整个销售渠道，主要围绕四个方面：一是对品牌进行持续建设和维护；二是对

与经销商合作全程进行动态监管；三是对经销商的经销活动进行全程指导；四是根据经销商经销

公司产品的普遍需要或一年中不同时期的市场特点，制订和实施覆盖全部市场、部分市场和特定

网点的具体市场政策，公司通过提供搭赠品、外购促销品或报销费用的方式支持经销商执行，或

要求经销商自担费用执行，并对经销商执行效果进行考核，对考核达标的经销商给予奖励。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依据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的具体情况，公司所处行业大类为“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小类为“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具体类别为植物蛋白饮料行业。随着国民经济的

持续增长，消费者健康消费意识不断提高，随之带来的饮食结构的改变，植物蛋白饮品自带“绿色、

天然、健康”的产品属性，契合了消费观念升级方向，消费群体不断扩大。 

行业内的主要产品根据原材料的不同可分为核桃露（乳）饮料、杏仁露（乳）饮料、花生露

（乳）饮料、椰子汁（乳）饮料、豆奶（乳）饮料等品种。上述品类中的代表企业多数属于区域

强势企业，整体植物蛋白饮品的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随着近年来众多快消

品厂家先后进入植物蛋白饮品领域，对消费者的综合影响不断提高，植物蛋白行业的整体市场规



模和消费规模将进入持续发展阶段。而我公司品牌作为核桃乳细分品类的领导品牌，也将迎来良

好的市场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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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726,493.73 15,110,238,657.01 -0.29 15,292,066,900.35 

营业收入 4,427,115,659.46 7,459,290,694.08 -40.65 8,144,243,87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77,853,629.36 2,695,295,487.24 -41.46 2,836,983,60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02,373,688.13 2,239,520,592.50 -50.78 2,420,210,46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838,342,115.02 12,413,464,847.63 -4.63 11,970,063,00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0,826,788.59 1,671,449,718.82 -35.34 2,063,627,45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468 2.1298 -41.46 2.257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13 22.85 减少9.72个

百分点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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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740,050.58 505,833,055.35 1,235,754,129.10 1,407,788,42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5,961,963.15 181,487,556.22 460,989,860.32 409,414,24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98,115,530.69 132,267,713.02 270,086,466.59 301,903,97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1,422,409.29 658,561,223.81 -465,199,655.56 1,598,887,6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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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3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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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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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奎章 44,608,033 267,648,195 21.15 265,939,618 无 - 境内自然人 

雅智顺投资

有限公司 

38,703,265 232,219,592 18.35 232,219,592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红兵 20,881,812 125,290,872 9.90 0 无 -  境内自然人 

范召林 20,867,739 125,206,435 9.8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高森林 6,455,350 38,732,097 3.06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邓立峰 3,976,937 23,861,617 1.8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李志斌 3,945,851 23,675,103 1.87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邢淑兰 3,943,051 23,658,303 1.87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李营威 3,925,775 23,554,647 1.86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润艳英 3,921,231 23,527,383 1.86 0 无 -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姚奎章先生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

姚奎章先生直接持有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 34.87%的股权，并担任其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是对其存在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与其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范召林先生和李红兵先生均直接持有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

16.38%的股权，是其主要个人投资者。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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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生产植物蛋白饮料等 47.37 万吨，销售 48.73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44.27 亿

元；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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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决议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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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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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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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针对附有销售折扣的销售，

收入确认以扣除折扣后确认，按照预计销售折扣

确认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529,534.46 

预收账款 -1,694,604,458.86 

合同负债 1,499,649,963.59 

其他应付款 156,863,563.08 

其他流动负债 194,954,495.27 

未分配利润 -133,334,028.62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701,324.77 

预收款项 -1,947,469,570.92 

合同负债 1,723,424,399.05 

其他应付款 268,984,100.71 

其他流动负债 224,045,171.87 

未分配利润 -228,282,775.94 

（续）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12,120,537.62 

营业成本 96,002,514.17 

销售费用 -96,002,514.17 

所得税费用 -17,171,790.30 

净利润 -94,948,747.3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94,948,747.32 

少数股东权益 -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245,103.84 45,774,638.30 23,529,534.46 

预收款项 1,694,604,458.86  -1,694,604,458.86 

合同负债  1,499,649,963.59 1,499,649,963.59 

其他应付款 77,055,258.41 233,918,821.49 156,863,563.08 

其他流动负债  194,954,495.27 194,954,495.27 

未分配利润 7,967,759,273.17 7,834,425,244.55 -133,334,028.6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01,902.53 32,231,436.99 23,529,534.46 

预收款项 1,694,604,458.86   -1,694,604,458.86 

合同负债   1,499,649,963.59 1,499,649,963.59 

其他应付款 69,239,880.63 226,103,443.71 156,863,563.08 

其他流动负债   194,954,495.27 194,954,495.27 

未分配利润 6,466,152,154.99 6,332,818,126.37 -133,334,0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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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期末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河北养元、滁州养元、河南养元、鹰潭养元、养元商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