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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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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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20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8,075,545.36元，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111,816,968.55元，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305,997,342.40元。 

鉴于公司到2020年底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仍为负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指引》上证公字〔2013〕1号等有关规定，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健康发展的需要，公司2020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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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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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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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8009021 010-880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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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浓缩果蔬汁（浆）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原料为苹果、梨等果蔬农产品，主导

产品浓缩苹果汁占公司产品 75％以上。公司生产的浓缩果蔬汁（浆）产品是饮料制造行业所需基

础配料，属于食品制造原料，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生产行业。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浓缩果蔬汁生产厂家之一，产品 80％以上出口外销，主要市场为美国、日

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与世界知名的食品饮料企业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贸易伙伴关系。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处于农产品初加工环节，为季产年销，是下游饮料制造行业生产企业的食品原料供

应商，主要业务模式为企业对企业销售产品。 

公司在国内苹果原料主产区陕西、山东、山西、河北、辽宁、云南、江苏等地设有果汁加工

厂；在全球第二大苹果汁产区欧洲的最大苹果汁生产国波兰，拥有浓缩果汁和 NFC 果汁加工产能。

在美国设有全资销售公司；形成国内外产能协同、多元化开发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 

公司始终坚持以研发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在坚持主业发展的同时，持续探索高端果

蔬汁产品市场，果蔬汁/浆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目前，已开发和生产了三十余种小试研发阶段产品，

其中十余种产品进入中试阶段。同时，为企业客户生产小品种非浓缩果蔬汁产品。形成浓缩果汁、

NFC 果汁、多品种饮料浓缩液及水果原浆等产品系列，产品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 

（三）行业情况 

全球浓缩苹果汁主要生产、出口国（地区）为中国、欧洲和南美。浓缩苹果汁主要消费国为

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非、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德国，是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的主要

国家和地区。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消费需求相对低迷。浓缩苹果汁

主要消费区域经济受到影响，需求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整体需求平衡。2020 榨季，中欧两大浓

缩苹果汁产区同步减产，全球浓缩苹果汁年产量和市场容量相对稳定。 

作为出口外向型行业，2020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第四季度出口海运物流受阻以及下

半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综合影响，行业面临海运费用大幅上升、汇兑损失大幅增加的不利影响，

挤压了企业盈利能力。 

面对不利局面，公司积极应对，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实时关注全球疫情发展及行业发展动



态，努力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销策略，积极开拓市场渠道，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仍保持领先的市

场份额，稳固了公司在行业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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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007,123.77 2,353,203,095.84 3.94 1,954,274,579.75 

营业收入 1,147,532,187.31 1,330,101,539.51 -13.73 963,190,630.07 

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 

1,131,840,036.75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8,075,545.36 3,597,291.99 -3,382.35 5,323,76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6,741,283.48 -7,046,033.01 -1,698.76 2,421,65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09,496,221.42 842,792,052.54 -15.82 838,692,69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1,669,013.07 -195,703,500.88 48.05 -23,142,14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03 0.0137 -3,386.86 0.02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503 0.0137 -3,386.86 0.0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21 0.43 减少15.64个百分

点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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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83,663.48 317,299,779.07 217,637,054.95 351,411,68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32,169.81 2,490,021.72 -1,498,849.81 -120,098,88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51,478.77 1,079,536.72 -2,903,613.98 -124,968,684.99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5,573,488.86 280,155,663.30 -103,961,800.67 -573,436,3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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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4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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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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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116,855,469 44.5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乳山市经济开发投资

公司 

0 8,190,000 3.12 8,190,000 冻结 8,190,000 国有

法人 

李沁 1,442,300 1,442,300 0.55 0 无 0 未知 

曾文燕 24,100 983,600 0.38 0 无 0 未知 

沈国兴 982,900 982,900 0.37 0 无 0 未知 

胥弘睿 17,000 900,000 0.34 0 无 0 未知 

施长军 -179,900 849,400 0.32 0 无 0 未知 

吴忠华 118,800 818,800 0.31 0 无 0 未知 

王亚平 726,000 732,000 0.28 0 无 0 未知 

何全波 0 687,045 0.2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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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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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2020年下半年，

以公司主要市场美国为代表的境外疫情发展愈加严峻。在中国率先有效控制住疫情后，复工复产

逐步向好，使中国成为疫情时期重要的货物提供国，导致中国货物出口量短期内增幅显著，使公

司第四季度已签单产品订舱困难，致使发货延迟。中国出口量的大幅上涨带动了海运费的快速上

涨，严重吞噬了公司毛利，加之 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前所未有的快速升值，使公司因销售有信用

期产品导致应收账款产生较大汇兑损失。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753.22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133,010.15 万元减少 18,256.93 万

元，降幅 13.73%；营业成本 95,393.63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106,426.65 万元减少 11,033.02 万元，

降幅 10.37%。 

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12,049.44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2,021.93 万元减少了 14,071.37 万元，



降幅 695.9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807.55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359.73 万元同比减

少 12,167.28 万元，降幅 33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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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注 

注：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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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报表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将“预收款项”重分类为“合同负

债”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775,835.15 

合同负债 775,835.15 

将为合同履约发生的运费列报

至合同履约成本 
合并利润表 

销售费用 -21,147,204.36 

营业成本 21,147,2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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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山东鲁菱果汁有限公司、河北国投中鲁果蔬汁有限公司等 19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详见本附注“九.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附注“九.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