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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ST 浪奇                            公告编号：2022-02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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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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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浪奇 股票代码 0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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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璧秋 刘垚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 

传真 020-82162986 020-82162986 

电话 020-82162933 020-82162933 

电子信箱 dm@lonkey.com.cn liuyao@lonke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秉承“创造生活无限美”的使命，为消费者提供高质素的日化产品和食品等快速消费

品及服务，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1、绿色日化板块 

公司拥有洗衣粉、洗衣液系列品牌“浪奇”、洗洁精系列品牌“高富力”、消杀系列品牌

“万丽”三大著名品牌和其他知名品牌，主要产品包括洗洁精、洗衣粉、洗手液、洗衣液、

洗衣凝珠和各类消杀产品，相关品牌及部分产品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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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主要产品 产品示例 产品简介 

 

香水洗衣凝珠 

 

香水洗衣! 

——采用法国进口香氛精油，

留香除菌洁净三效合一，一颗

洁净一桶衣！ 

内衣专用 

手洗洗衣液 

 

内衣专用！ 

——生物酵素成分，99%除菌

除螨，去血渍黄渍异味，易漂

洗无残留。 

 

洗碗粉 

& 

洗碗凝珠 

 

洗碗机专用！ 

——洗碗机专用餐具清洗剂，

高效去重油污，专为中国家庭

膳食结构研制！ 

洗洁精 

 

重油污必备！ 

快速瓦解油污，有效去除异

味。 

 

消毒液 

  

有效灭活病毒！ 

——病毒细菌杀灭率高达

99.99%，公共场所、家居、衣

物多用途消毒，守护家人健

康！ 

 

 

洗手液 

 

羊毛脂保湿成分，温和洁净皮

肤。 

沐浴露 

 

天然花香，清爽肌肤，快速起

泡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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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食品板块 

公司拥有国内菠萝果味饮料始创品牌“广氏”、调味糖系列“红棉”和咖啡冲饮类“东方

寓言”三大品牌，产品包括各类精制糖、菠萝啤饮料等。相关品牌及产品简介如下：  

 

品牌 主要产品 产品示例 产品简介 

 

糖产品 

 

采用先进的碳法离交脱硫
工艺，具有糖份高、口感纯、

洁白速溶等特点。 

 

饮料系列 

 

0糖0卡0脂，气泡多多，酸

甜解腻。 

菠萝啤 

 

菠萝香味浓郁、酸甜适中、

营养丰富。 

 

报告期内，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获得通过，韶关浪奇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通过，日化所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可实验室（CNAS）复审通过。华糖食品获得了“广东省2020年第三批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功能性糖产品绿色精深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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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707,249,97

8.75 
3,268,754,61

8.02 
3,399,413,58

7.78 
-20.36% 

8,892,656,75
5.31 

7,206,489,93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40,012,23
3.47 

-2,585,318,7
65.07 

-3,202,325,4
29.90 

132.48% 
1,908,622,57

8.88 
1,525,275,42

6.0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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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585,545,53

1.23 

3,348,496,17

5.22 

3,315,211,54

1.76 
-22.01% 

12,397,507,6

79.81 

5,746,059,08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55,423,17
6.44 

-4,482,524,4
25.21 

-4,716,183,9
37.20 

130.86% 
61,355,868.1

0 
-100,071,501

.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945,021

.90 

-6,136,912,3

21.63 

-6,370,755,8

19.82 
97.02% 

11,157,240.7

3 

-150,357,976

.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1,606,636

.55 

-1,899,112,7

52.88 

-1,890,646,6

18.12 
92.51% 

-556,824,311

.36 

-556,824,311

.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7.14 -7.52 112.10% 0.1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7.14 -7.52 112.10% 0.1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0% 0.00% 0.00% 0.00% 2.68% -5.0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1 年 12 月 24 日，广州浪奇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1 号），根据《行

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结论并结合财务自查，广州浪奇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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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676,208.94 660,090,269.17 783,320,612.90 537,458,44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22,669.31 -32,363,729.82 -48,684,621.98 1,569,794,19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132,303.77 -35,925,221.87 -39,719,800.94 -83,167,69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995,738.31 30,260,301.68 -60,218,926.41 -32,652,2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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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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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浪奇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86% 

497,536,8

26 
0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88% 
239,860,3

61 
235,43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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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1% 

100,070,6

72 
0   

广州国资发

展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54% 
89,256,19

7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

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4% 

69,982,56
0 

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4% 

50,614,37

2 
0   

林旺钏 
境内自然

人 
2.11% 

34,059,81

4 
0   

广州华糖商

务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2% 

27,749,05

4 
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 

国有法人 1.64% 
26,371,78

7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

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 

21,360,70
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可上市流通。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华糖商务

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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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2018年9月28日，公司与轻工集团、华侨糖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9年4月30日，华糖食品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最新换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易标的华糖食品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9年12

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

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的议案》，同意终止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截

至2020年1月22日，公司已支付收购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总价款的55%，即

236,292,760.00元，尚余股权转让余款16,755.948万元一直未支付给华侨糖厂。 

2021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华糖商务因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

裁申请，广州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华糖商务与被申请人广州浪奇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仲裁申

请进行调解，2021年1月29日，公司与华糖商务达成调解协议并签署《调解书》[（2021）穗

仲案字第937号]，同意支付16,755.948万元股权转让余款、相应余款利息、律师费和仲裁费。

鉴于当时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及相关义务。 

2021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收到广州中院下发的关于华糖商务与广州浪奇仲裁调解的

《执行裁定书》[（2021）粤01执947号]和《执行通知书》[（2021）粤01执947号]，责令公司

履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2021）穗仲案字第937号]确定的内容及相关义务。

根据前述文件，公司需支付华糖商务178,882,631.13元，交纳执行费246,283元。 

2021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广州中院对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华糖食品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情

况，冻结华糖食品股权数额15,000.00万元。并于2021年3月23日披露了广州中院新增执行措施

情况，冻结公司持有的子公司韶关浪奇股权数额8,300.00万元。 

2021年9月,广州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2021年

12月，广州中院裁定确认《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破

产重整程序。截至目前，公司应支付华糖商务的相关款项已按照重整计划中的债权清偿方案

偿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琦衡公司25%股权的事宜：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转让所持有江苏琦

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琦衡公司25%股

权。2019年3月29日，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2019年6月18日，公司将持有

的琦衡公司25%股权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0,299.75万元。2019年10月，

挂牌事项已完成产权转让网络竞价，确定最终受让方，转让价格为20,299.75万元，公司与江

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江苏绿

叶农化有限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250.00元，占总价款的30%。2020年6月30日、8

月3日，公司多次向江苏绿叶发出《催款函》，敦促江苏绿叶履行协议约定支付公司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支付期间的利息。由于公司琦衡公司涉及多宗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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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被抵押，公司已于2020年度对琦衡公司的持有待售资产冲减预收江苏绿叶收购琦衡

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后，计提减值准备1.39亿元。 

2021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与江苏绿叶协商并解除了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

司25%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鉴于江苏绿叶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江苏绿叶已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250元将作为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金而无需由

公司返还。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三）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的事宜：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的议案》。2019年12月27日，公司与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广州市浪奇

实业股份公司地块）》。协议约定收储土地面积共计119,761.21平方米，协议约定收储金额为人

民币21.56亿元。截至报告披露日，除已扣减暂估的管线迁移费用、土壤污染调查评估和治理

修复费用合计239,522,420.00元未支付外，公司已收齐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首期、二期、

三期土地补偿款和第四期收储补偿款及奖励金合计2,142,154,911.97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四）关于部分涉案人员调查事宜： 

2021年1月，公司披露了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前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因涉嫌职务

违法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公司中层邓煜、黄健彬等人涉嫌挪用资金案被广州市公安局南沙

区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7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广州市南沙区监察

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陈建斌、王志刚、黄健彬、邓煜、姚之琦、王健的案件材料。2021年8

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也已收到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向其移送审查

起诉前述人员的案件材料。公司贸易业务所涉及的存货风险、应收预付等债权债务情况均与
前述人员有关，公司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以查清事实真相，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和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五）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子公司股权仍被冻结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等问题面临多项诉讼、仲裁事项，而致使部分银行账户

及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孙公司股权被冻结。 

截至2022年4月25日，公司前期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冻结；截至2021年4月22日，

公司名下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孙公司被冻结股权注册资本金额合计95,443.6728万元。 

未来，管理人及公司将继续与相关法院沟通，争取早日解除子公司、参股公司股权冻结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关于立案调查的事宜： 

2021年1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210023号），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本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12月29日，公司披露了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1号），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证上〔2018〕556号第四条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中第13.2.1、14.1.1、14.4.1条中的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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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构成连续4年净利润为负和连续3年期末净资产为负从而触及强制终止上市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七）关于重整事项的事宜： 

2021年2月5日，公司收到立根租赁的《通知书》，立根租赁以公司资金状况十分困难、多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的回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的价值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4月6

日，广州中院主持召开了听证会征询各方意见并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指定公司清算组担

任公司预重整阶段的临时管理人。4月14日，临时管理人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公司预重整相关工
作，已向公司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6月2日，为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维护企

业运营价值，实现资源整合，公司及临时管理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投资人。6月9日，公司披

露了公开招募投资人结果的公告，轻工集团被确定为投资人。 

2021年6月4日，立根租赁向广州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9月29日，广州中院裁定受理

立根租赁对公司的重整申请。11月9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暨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了《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出资人组也表决通过了《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11

月11日，广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12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相关转增股本于12月9

日上市。12月23日，广州中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广州浪奇破产重整程序。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实现平稳有序的过渡后，重整投资人广州轻工集团将根据相关法

律的规定，并结合广州浪奇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适时注入优质资产，提高持续经营能力

和盈利能力。公司将与广州轻工集团积极沟通，做好注入资产的对接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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