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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3                            证券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1-008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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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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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 2020 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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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7、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04,105,57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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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资本 股票代码 0024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原特钢、*ST 中特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正华 魏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 层 1105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 层 1105 

电话 010-85017079 010-85017079 

电子信箱 zlzbdb@cofco.com zlzbdb@cofc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中粮资本作为中粮集团运营管理金融业务的专业化公司及投资平台，业务范围涵盖保险、信托、期货、银行等多个金融

行业，并依托中粮集团雄厚的农粮食品产业背景，坚持通过产融结合服务实体经济，打造立足中粮产业链，以服务民生为特

色的综合金融平台。 

（一）保险业务 

报告期内，中英人寿依托中外股东的资源禀赋和背景优势，坚持价值成长的经营理念与资产负债双轮驱动的经营模式，

通过建设专业的个险代理人核心渠道、打造高效投资团队、建设高素质内勤团队、为广大保户提供贴心的全面人身保障增强

业务、投资、人才、服务四方面竞争力。在疫情冲击下，中英人寿凭借“中英 i 万家”移动自助服务平台等互联网途径和举

措，在抗疫时期成功保证了对客户服务的及时与便捷，同时有效支撑了业务的稳步开展。此外，中英人寿以开发管理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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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为切入口，着力提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优质保险服务。2020 年，中英人寿实现营业总收入 107.68 亿元，净利润 8.21 亿

元，其中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98.70 亿元，创历史新高。此外，中英人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 253.33%，截至 2020 年

第四季度在中国银保监会最新下发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中连续十八次被评为“A 类”保险公司。 

（二）信托业务 

报告期内，中粮信托继续积极应对信托行业转型的压力，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提升人均业务效能，激发企业发

展动力。2020 年，中粮信托新设和改组多个专项事业部，在资产证券化、固定收益、非标转标、家族信托等业务方面均取

得较大突破。在信托行业风险暴露有所上升、信托资产不良率持续增高的外部环境下，中粮信托继续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推动合规关口前移，早预警，早应对，实现源头管理，有效遏制项目风险的发生。同时，中粮信托着手推进供应链金

融业务，如与蒙牛乳业合作设立“爱养牛集采平台”，面向牧场和供应商建立统一的互联网信息发布渠道，实现了蒙牛乳业

部分经销商原材料交易的线上化，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此外，中粮信托的 16 亿元增资事项已于年底获得北京银保监

局同意批复，随着后续增资资金到位，将有助于其进一步增强净资本实力，拓展新的业务空间。2020 年，公司信托业务实

现营业总收入 8.12 亿元，净利润 3.27 亿元，均同比大幅增长。 

（三）期货业务 

报告期内，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中粮期货抓住市场避险需求增长的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展客

户资源，改革优化服务系统，实现经纪业务客户权益额及手续费收入大幅增长。在风险管理业务方面，中粮期货通过搭建信

息系统、丰富产品体系、升级服务网络以及增强融资能力等举措持续强化该业务服务能力，风险管理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

长超 3 倍。在投资管理业务方面，中粮期货坚持投研一体化建设，不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并充分借助在大宗农产品研究三

十余年的积淀，为客户提供特色化的一流投研服务。此外，中粮期货在年内完成了对子公司中粮祈德丰的 2 亿元增资，用于

其开展沪深 300 股指期权做市新业务。2020 年，中粮期货实现营业总收入 19.67 亿元、净利润 2.08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并且连续第七年获得中国期货业协会“AA 级”最高评级。 

（四）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龙江银行不断优化发展战略，将市场定位聚焦于“服务龙江经济、服务普惠零售、服务中俄经贸”，并且大

力支持黑龙江省“百大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时，龙江银行坚持合规经营，严守风控底线，通过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持

续深化对俄金融合作，不断推动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此外，龙江银行“点金 e 贷”产品荣膺由中国金融科技电子化媒体颁

发的“2020 中国金融科技年会暨第十一届金融业科技及服务优秀创新奖”；电子银行荣获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颁发的 2020

年度“最佳数字化运营奖”。2020 年，龙江银行在确保流动性充足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自身资产质量，主要监管指标全

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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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13,568,172,482.89 11,258,396,302.60 20.52% 9,679,757,75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3,536,104.89 652,180,610.61 61.54% 510,010,60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4,813,513.60 609,024,715.43 73.20% -192,095,55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0,756,083.52 4,984,594,810.14 27.81% 2,134,504,10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72 0.2831 61.50% 0.2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72 0.2831 61.50% 0.2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4.08% 2.18% 2.8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4,812,141,737.32 67,178,265,707.31 26.25% 62,989,171,96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85,519,619.71 16,334,392,763.16 5.82% 17,870,871,021.2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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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30,379,019.79 2,947,903,951.20 3,452,989,684.39 3,436,899,82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873,751.90 402,165,617.77 338,260,917.27 120,235,8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542,759.30 404,377,770.51 337,755,143.44 120,137,84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2,978,696.22 1,141,273,055.58 2,780,671,680.54 -4,167,3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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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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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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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2.78% 1,446,543,440 1,107,428,293   

弘毅弘量（深

圳）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85% 180,962,793 180,962,793 质押 180,962,793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6% 100,534,883 100,534,883   

北京首农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 90,481,396 90,481,396   

中国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11 80,427,911   

中国航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08 80,427,908   

兴业国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雾繁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49% 80,427,908 80,427,908   

上海国际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06 80,427,90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3,560,366 0   

胡义参 
境内 

自然人 
0.20% 4,6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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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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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公司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面对国内外

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疫情对金融行业的全面冲击，中粮资本全体员工直面挑战、锐意进取，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经营成果。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5.68亿元，同比增长20.5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54亿元，同比增长61.5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凝心聚力夯实党建工作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抓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

工作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不断提升运用新思想指导解决运营管理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党组织

建设，持续加强党建工作的标准化、信息化和规范化，夯实基层党建工作根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深入推进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此外，公司着力增强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协同性，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框架，

提高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凝聚发展正能量，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社会认知度。中粮资本继续坚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长效机制，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公司的高质量健康发展。 

（二）狠抓业务核心竞争力建设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各直属企业召开核心竞争力专题研讨会，根据市场环境与自身实际，总结反思各直属企业核心竞争

力建设工作，并制定具体目标定期开展督导与考核。 

中英人寿在渠道竞争力方面，继续大力建设个险代理人渠道，实现了人力规模与人员素质的同步提升，促进了个险渠道

APE的同比增长，2020年个险渠道APE超9亿元；在投资竞争力方面，通过搭建投研系统，不断尝试优化资产配置，实现了

投资收益的稳步增长；在人才竞争力方面，中英人寿结合发展战略对员工、团队、组织的能力需要，为各团队量身订制特色

培训课程，提高了员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持续打造高素质团队；在服务竞争力方面，中英人寿通过智能化运营转型，

有效通过提升保单服务水平优化客户体验，实现了客户服务质量的进一步提升，2020年续期实收保费近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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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信托在财富管理方面成效显著，目前已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建成九家财富中心，高净值客户数量不断增

多，2020年各财富中心销售业绩合计超17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风险防控方面，中粮信托强化落实合规运营理念，健全投

后管理标准，对新增项目实施严格风险管控；在服务产业方面，中粮信托以挖掘产业链金融需求为切入点，上线供应链金融

电子服务平台，对接农粮食品产业链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中粮期货在经纪业务方面，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拓展线上渠道，开户数量及客户权益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经纪业务客户

保证金规模超170亿元；在风险管理业务方面，中粮期货通过开展期现业务、场外业务、做市商业务等商业模式为客户和企

业自身不断创造价值，风险管理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3倍，其中期现业务收入增长超4倍；在投资管理业务方面，中粮

期货利用自身的行业积淀和研究优势，坚持投研一体化建设，努力拓展客户资源，新增多家合作机构，实现了自营投资与资

管业务的同步提升。 

（三）持续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合规优先、风控优先、稳健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持续加强金融风险防控的深度和精度，完善

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优化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继续充实风险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公司大力推进风控信息化平台建设，建

立起了集风险战略与偏好、风险治理架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系统工具、风险管理考核和风险管理文

化等七大要素于一体的“CIS”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针对各直属企业的风险管理，公司确定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关键指标

监测、加强督导检查和加强考核问责的“四加强”基本风控策略，通过明确本部与各子公司风控职能部门之间的定位及管理

边际，建立起集中授权、分层级分类别管理的管控架构，有效提高了公司及各子公司对风险的识别、评估、缓释和处置等能

力。 

（四）深化市场化机制人才队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活力组织、金融铁军”为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在选人用人、激励约束、考核评价等方面实施了

一系列改革举措。在选人用人方面，公司加大市场化引进人才力度，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推进招聘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

高用人水准；同时，公司继续深化人才盘点机制，对关键岗位建立后备人才和高潜人才培养计划，全面启动“新资本”等梯

队人才培养项目。在激励机制方面，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持续优化重点业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启动机制效能的市场对标分

析项目，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在激励机制层面有效落实。在考核评价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主要业务的考核机制，以MD体系等

内部管理机制为抓手，以业绩表现为核心，有效落实职级调整、奖优罚劣等措施。 

（五）推动发展金融科技创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对金融科技业务的探索，通过打造粮油食品产业供应链生态圈中的便捷融资渠道，力图最大限

度消除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2020年，公司通过子公司资本投资先后新设中粮金科和资本保理作为中粮资本金融科技

业务的载体，启动自建区块链+供应链的服务平台，力争实现电子凭证在服务平台上的可融、可拆、可流转和可抵消，为供

应链上游企业的应收账款确权提供便捷；同时公司还自建了融资业务服务平台，为供应链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此外，公

司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对中小微企业进行信赖度更高的经营状况风险评估画像，力求建立粮油食品

产业供应链及其中小微企业的智能风险评分和监控模型，提升对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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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类别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成本 
营业利

润利率 

营业总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保险业务 10,767,818,184.99 11,275,186,607.71 -4.71% 7.32% 12.53% 减少 4.85 个百分点 

期货业务 1,966,686,308.36 1,944,352,188.80 1.14% 182.83% 223.01% 减少 12.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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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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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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准则衔接规定，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

计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相关规定，以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获取的精算假设信息，对会计估计中的精算假设进行变更。 

中英人寿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发病率、费用假设、退保率、

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并对未来现金流的估计予以更新，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增加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原保险合同准备金

48,533 万元，减少 2020 年度税前利润 48,5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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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范围内新增主体包括：中粮资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粮资本（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中粮私募基金管理

（海南）有限公司、中粮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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