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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0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8-060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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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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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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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立 刘自立 

办公地址 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8 号 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 18 号 

电话 0370-4218622 0370-4218622 

电子信箱 wzyzhangyt@163.com liuzili_zl@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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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9,534,985.71 528,915,994.11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832,372.67 58,433,713.64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215,009.64 54,736,560.74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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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6,254,867.03 113,933,028.36 7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3.70%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85,902,282.89 2,831,209,544.96 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8,489,022.27 1,663,355,862.04 2.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0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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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迪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4% 485,440,060 48,469,000 质押 484,500,000 

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60% 94,148,674    

诸城华中正阳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7% 53,266,946  质押 53,266,944 

王宇骅 境内自然人 3.63% 39,763,200 19,881,200 质押 39,763,200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华能

贵诚信托－华

能信托·招诚 3

号开放式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4% 22,339,393    

太阳雨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16,797,727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国民信

托·德琪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93% 10,1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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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7,196,968    

耿美霞 境内自然人 0.56% 6,107,765  质押 6,052,765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6% 6,086,6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德琪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科迪食品集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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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科迪集团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发起设立，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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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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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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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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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对内加强管理，对外积极开拓市场，扎实做好生产经营工作。 

上半年，募投项目产能进一步释放，收入增加，实现营业收入57,953.50万元，同比增长 9.57%；实现净利润6,483.24 万

元，同比增加10.95% 。公司在对已有销售市场继续精耕细作、巩固市场地位和区域竞争优势基础上，将进一步通过加强营

销宣传力度、提升整体营销水平等途径开发新的销售区域，并利用募投项目已经建成并投产的契机，为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

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除商丘周边成熟市场外，公司目前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北京等一些新市

场建立了销售渠道，产品逐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公司产品销售区域逐步从区域市场走向全国市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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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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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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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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