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70                          证券简称：*ST 科迪                          公告编号：2022-038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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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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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 股票代码 00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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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枫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8 

号 
 

传真 0370-4218602  

电话 0370-4218059  

电子信箱 185287519@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现有小白袋纯奶、暖酸奶等百利系列，利乐砖原生牧场纯奶、原生酸奶等利乐砖系列，屋顶盒绿色快车、嚼酸奶等屋顶盒

系列，爱克林常温和低温酸奶、纯奶等系列，八连杯系列酸奶，碗装老酸奶、酸奶冰淇淋等系列产品的基础上，今年公司将

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已经研发上市的产品有百利系列椰汁（有糖和无糖）、牛奶豆浆（无糖）、牧醇

0蔗糖低温酸奶、牧纯纯牛奶，利乐砖牧醇0蔗糖常温酸奶，利乐枕麦香牛奶等。正在研发储备的有屋顶盒活性乳系列、利乐

砖有机纯奶、爱克林有机纯奶、利乐砖椰汁、爱克林椰汁、低温炒酸奶、利乐砖礼盒芝士酸奶、果汁酸牛奶饮品等近20个产

品。已经上市的产品在线上和线下均取得了较好的销售，竞争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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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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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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398,49

1.84 

2,418,014,63

2.76 

2,223,641,07

5.63 
8.58% 

3,424,574,20

3.72 

3,243,540,34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2,422,686.

93 

303,660,714.

64 

103,374,689.

20 
66.79% 

1,457,697,86

0.58 

1,460,335,75

4.6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91,126,728.

69 

475,869,677.

68 

475,869,677.

68 
24.22% 

565,522,500.

51 

563,862,438.

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047,997.7

3 

-1,273,342,0

45.75 

-1,213,089,1

62.45 
105.69% 

-174,976,633

.09 

-174,976,633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245,417

.64 

-339,518,123

.47 

-279,265,240

.17 
50.14% 

-175,147,673

.88 

-175,147,673

.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79,161.6

7 

-6,706,703.5

7 

-6,696,476.5

7 
30.13% 

40,790,693.9

5 

40,790,693.9

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1 -1.16 -1.108 105.69% -0.16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1 -1.16 -1.108 105.69% -0.16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03% -135.41% -166.75% 14.22% -10.45% -10.4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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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30,813.36 152,326,631.57 176,756,672.24 145,036,92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2,231.43 3,665,522.91 10,517,240.00 50,803,00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18,892.38 -12,599,877.34 -4,814,522.00 -46,076,61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847.08 308,973.93 5,139,956.67 -10,567,9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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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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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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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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27% 

484,690,0

00 
 质押 484,690,000 

河南省农业

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0% 
94,148,67

4 
   

马爱华 
境内自然

人 
0.85% 9,336,674    

徐旭 
境内自然

人 
0.75% 8,242,830    

李桂芳 
境内自然

人 
0.68% 7,430,800    

韩建萍 
境内自然

人 
0.55% 6,076,300    

北京财智联

合理财顾问

有限公司－

财智多策略

成长一期基

金 

其他 0.46% 5,028,868    

张清海 
境内自然

人 
0.42% 4,628,400  冻结 4,628,400 

常丽君 
境内自然

人 
0.37% 4,000,050    

毛路平 
境内自然

人 
0.37% 3,99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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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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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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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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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1）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收到科迪集团重整管理人商丘发投转发的商丘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豫14破8

号之十八，法院裁定：批准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公

司合并重整程序。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其他应收科迪集团153,408.87万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57,753.16万元。 

（2）公司因以前年度诉讼事项造成部分银行账户冻结，随着公司重整计划的推行，公司账户逐步解封。剩余逾期借款，

重整投资人逐步进行收购。 

（3）截止2022年4月29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南科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科迪商丘现代牧场有限公司因生物资产已

处置完毕，处于停产状态。 

（4）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子（孙）公司涉及的重要法律诉讼或仲裁情况如下： 

案号 原告/申请人 案由 涉讼金额 

（万元） 

判决/执行

书日期 

截至报告日案件

进展情况 

（2020）豫01执1646号 

（2020）豫01民初1095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7,000.00 2020.10.27 执行中 

（2020）豫14执202号 

（2020）豫14民初70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商丘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8,000.00 2020.8.14 执行中 

（2020）豫01执1332号 

（2020）豫01民初821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7,000.00 2020.8.27 执行中 

（2020）豫01执1191号 

（2020）豫01执1192号 

（2020）豫01民初162号 

（2020）豫01民初163号 

（2020）豫01执保124号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管城支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0,000.00 2020.7.1 执行中 

（2020）豫01执1211号 

（2020）豫01民初387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6,000.00 2020.7.22 执行中 

（2020）豫01民初122号 

（2021）豫01执4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25,000.00 2020.6.10 执行中 

（2019）豫1425民初5060号 虞城县农村信用合作 金融借款合同 490.00 2020.11.7 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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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425执1278号 联合社 纠纷 

（2019）豫1425民初5059号 

（2020）豫1425执1248号 

虞城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500.00 2020.11.4 执行中 

（2018）京03执888号 

（2018）京03民初482号 

（2019）京03执423号 

上海汐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 3,825.59 2019.8.20 执行中 

（2019）沪0115民初77087号 

（2019）沪01民辖终1716号 

（2020）沪0115执16893号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

刷有限公司 

加工合同纠纷 208.31 2020.5.18 执行中 

（2020）豫01执1421号 

（2020）豫01民初773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4,000.00 2020.8.26 执行中 

（2020）豫01执1049号 

（2020）豫01民初368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4,000.00 2020.8.12 执行中 

（2020）苏0282民初5522号 

（2021）苏0282执98号 

江苏申乾包装有限公

司 

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 

1,028.51 2021.1.6 执行中 

（2019）豫1425民初5041号 

（2020）豫1425执1780号 

申丽英 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 

1,691.13 2020.4.3 执行中 

（2019）豫1425民初4145号 

（2020）豫1425执1827号 

李自梅 民间借贷纠纷 3,000.00 2021.3.15 执行中 

（2019）豫0102民初8208号 

（2019）豫0102民初8079号 

（2019）豫0102民初8210号 

（2019）豫0102民初8207号 

（2019）豫0102民初8209号 

（2019）豫0102民初8211号 

（2019）豫0102民初8085号 

（2019）豫0102民初8077号 

（2019）豫0102民初8083号 

（2019）豫0102民初8206号 

（2019）豫0102民初8081号 

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 2,971.31 2019.8.9 

2019.8.20 

执行中 

（2020）豫01执62号 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执行 

5,210.66 2020.1.13 执行中 

（2019）豫0305民初3541号 

（2020）豫0305执600号 

苗林莉 民间借贷纠纷 430.00 2020.4.2 执行中 

（2019）豫0311民初5886号 

（2020）豫0311执4990号 

（2020）豫03民终2596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620.80 2020.9.24 执行中 

（2019）豫01民初1812号 

（2020）豫01执87号 

杨云晶 民间借贷纠纷 8,303.33 2020.5.13 执行中 

（2019）内0122执900号 

 （2019）内0122民初575号 

托克托县盛德奶牛养

殖场 

买卖合同 204.80 2019.11.13 执行中 

(2019)豫0191民初24524号 魏霞 民间借贷纠纷 1,828.31 2019.8.12 执行中 

（2020）粤01民初150号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8,518.66 2020.12.7 执行中 

说明：1、因利息、罚息等金额随时间变动，涉诉金额会有变动。 

2、本公司及子公司涉及的重要法律诉讼或仲裁指金额在200万元以上。 

其他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