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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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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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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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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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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中鲁 60096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晶 王臆凯 

电话 010-88009021 010-88009021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 

电子信箱 600962@sdiczl.com 600962@sdiczl.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66,650,264.21 1,954,274,579.75 -1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8,826,278.72 838,692,695.45 0.0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8,303,535.69 423,299,255.81 -34.25 

营业收入 400,772,642.65 397,445,072.82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73,734.66 6,654,174.02 -5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5,674.35 5,281,731.27 -8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9 0.80 减少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25 0.0254 -5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25 0.0254 -50.7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83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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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57 116,855,469 0 无 0 

乳山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3.12 8,190,000 8,190,000 冻结 8,190,000 

乳山市国鑫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7 3,328,748 0 冻结 3,328,748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未知 1.15 3,016,000 0 无 0 

许达颖 未知 0.49 1,289,300 0 无 0 

昝新星 未知 0.42 1,100,000 0 无 0 

戈洪 未知 0.40 1,050,000 0 无 0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路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未知 0.40 1,041,051 0 无 0 

施长军 未知 0.39 1,029,300 0 无 0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路二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未知 0.39 1,025,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跟进市场动态，稳步推进新市场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密切跟踪北美最大消费区的经济走势，

开展新兴市场调查和分析，为稳步推进本年度销售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市场机遇，开拓并推进国内外贸易业务，

在维护好主要原有美、日优势市场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欧洲、中东、南非、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及

中国国内市场，努力使公司市场结构多元化，降低结构性风险。 

2、丰富产品结构，拓宽市场范围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愈发强烈，果蔬汁中高端产品销售有不断攀升

的趋势。公司作为天然、营养、健康的食品原料生产企业，抓住消费升级的时代机遇，丰富公司

产品类型，提升品牌价值，拓宽销售范围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乳山研发中心和国投中鲁（济南）研究院平台，围绕植物基原料开发了

三十余种小品种果蔬汁产品，其中，十余种产品进入中试研发阶段，并进行小批量试生产。各类

小品种果汁的研发、中试以及小批量试生产为批量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为公司丰富产品结构、

拓宽市场范围积蓄了力量。 

3、加强产品质量控制，加快环保技改升级 

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公司生产经营的重点工作，已构建了完善的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重视食品安全管理，严格把控质量过程控制，提高溯

源管理水平，持续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 

随着国家生态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各地环保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关于污染物排放的最新标准，

公司积极落实国家生态环保政策，持续加大环保管控的投入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对所有生产企

业的污水处理及锅炉废气排放进行了提标改造，目前，所有生产企业“三废”排放均已达到国家

提标后的最新排放标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4、推进战略规划，实践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国投中鲁战略发展规划（2017-2020）》为主线，以做优做强主营业务为

核心，持续探讨主营业务发展路径，努力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稳步推进公司创新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分类调整至“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列示 

（财会[2017]7 号） 

（财会[2017]8 号） 

（财会[2017]14 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均为 0 元，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分别为 93,086.31 元与

94,734.34元；母公司无影响。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分别列

示 

（财会[2019]6 号） 应收票据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均为 0 元，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期末与期初分别为 197,000,750.19 元与 248,129,400.88 元；

母公司应收票据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均为 0 元，应收账款列

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分别为 250,108,689.06 与 340,690,425.51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

据、应付账款分别列

示 

（财会[2019]6 号） 应付票据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均为 0 元，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期末与期初分别为 10,047,057.47 元与 64,105,269.32 元；母

公司应付票据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均为 50,000,000.00 元，应

付账款列示金额期末与期初分别为 5,785,176.17 元与

5,367,977.85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