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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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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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8 年度末总股本 818,700,9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元

（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 122,805,143.2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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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股份 600965 福成五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永刚 李娟 

办公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

燕高路6号福成商业楼三层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

区燕高路6号福成商业楼三层 

电话 010-61595607 0316-3316590 

电子信箱 wosbsm@126.com ljamc@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自 2004 年上市以来，前期主业为畜牧养殖屠宰及食品加工，2013 年完成对福成餐饮的

并购重组后主业增加了餐饮服务，2014 年对大股东旗下宝塔陵园实施并购，2018 年收购湖南天德

福地陵园 60%股权，公司已经形成畜牧养殖及屠宰、食品加工行业，餐饮服务行业，殡葬服务行

业的多主业格局。 



主要产品有：排酸牛肉、中式酱卤制品、西式低温肉制品、调理肉制品、菜肴类肉制品、速

冻食品及系列代加工产品；餐饮服务；经营性墓地销售等。 

经营模式方面，公司从畜牧养殖、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条，

产品服务方面互相协助，但产品特点也存在明显差异。畜牧养殖早年有过与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

后期由于农户的违约较多并且肉牛的品质难以保证，目前以公司自身集中饲养小牛、收购扩繁母

牛和直接收购架子牛快速育肥为主，使得食品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排除。屠宰以保证下游客户产品

供应按需加工，食品加工方面以客户为导向，OEM 代工兼自主产品开发；餐饮服务的经营模式是

以引领营养健康消费、服务大众为宗旨，从管控品质出发全部采取直营店经营；殡葬服务以独特

的地理位置、优雅的自然环境、大众的消费价格、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前瞻性的服务意识为经营

理念。 

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是业务结构优化，完善品质，创新管理，升级服务。        

由于公司行业跨度较大，分别进行行业说明如下： 

1）畜牧养殖及屠宰加工业 

畜牧业属于传统农林牧渔行业，近些年处于逐步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畜

牧业已从家庭副业成为我国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受制于资源及诸多限制因素，综合生产能力

及产品有效供给方面还有待提升。 

根据《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数据：2010 年，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为 4.87

公斤，比 2005 增长 12%，年均增长 2.3%。预计 2020 年全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为 5.49 公斤，比 2015

年增加 0.3 公斤，年均增长 1.13%。按照 2020 年全国 14.5 亿人口测算，牛肉消费需求总量由 2015

年的 721 万吨增加 75 万吨至 796 万吨。目前，我国的牛肉消费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总量

的 13%。 

虽然需求在增多，按理说养殖户的积极性会提高，但是自繁自养需要更多资金和技术，现在

中小养殖户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基础母牛的减少，造成目前肉牛市场供给量的减少。中国

肉牛完整的生产周期一般是两到三年，且目前中国整体牛的存栏量逐年下滑，因此肉牛的存栏量

想要快速增长较为困难。 

国内畜禽屠宰加工技术快速发展，实现了从“私屠乱宰”—“集中定点屠宰”—“规模化机

械屠宰、冷链运输、分割上市”的转变。 

2）食品加工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消费主力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对食品尤其是



肉及肉制品的品质要求有了更多的期望，方便、快捷、营养健康的创新食用产品正被越来越多的

人们所接受。公司的食品加工产业立足京郊，服务京津冀，以做好百姓的后厨房为宗旨，稳健发

展趋势向好。 

    3）餐饮服务行业 

餐饮服务行业作为市场客户端，受经济景气度影响较大，在宏观经济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

尤其 2013 年以来政商环境的较大变化对餐饮业形成巨大冲击，中式餐饮追求口味变化，呈现品牌

属地化竞争特点。行业经营用物业较之前有所改善，但行业受人工影响较大，管控费用也需要不

断努力方见成效。 

4）殡葬服务行业 

殡葬服务行业是公司近几年新增业务，其属地特征较为明显，与行业紧密关联的讯息主要是

死亡率、火化率等指标。宝塔陵园紧邻北京，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建设较为规范，环

境较好，潜在客户群体庞大。湖南天德福地陵园毗邻韶山，人文、地理、环境优势较好，受当地

政策扶持。殡葬行业目前各地区在经营性墓地权限下放和权限运用方面尚存差异，2018 年 9 月，

民政部公布《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家建立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制度，坚决打

击违法兴建殡葬设施行为，有效保障行业健康发展，对依法合规经营的殡葬业务属于长期利好。

行业所提供产品特征较为特殊，产品所负载的精神和文化方面内涵较深，公司利润空间有保证，

开展同业并购将是公司未来几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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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813,456,774.48 2,411,598,153.38 16.66 2,602,546,027.60 

营业收入 1,453,720,417.48 1,360,558,933.25 6.85 1,370,995,900.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0,392,854.00 156,558,045.89 2.45 184,743,226.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7,784,725.53 146,373,745.13 7.80 160,643,512.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56,737,113.40 1,853,653,326.25 5.56 1,754,404,347.2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215,393,049.08 228,761,874.54 -5.84 212,010,334.03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9 5.26 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9 5.26 0.2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44 8.70 减少0.26个百分

点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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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23,145.31 350,174,867.37 399,250,067.46 350,972,33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79,674.01 49,150,327.31 59,065,857.92 15,896,99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835,506.20 45,517,324.92 57,755,641.69 18,676,25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94,873.38 25,815,779.67 83,121,073.78 57,161,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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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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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290,697,674 35.51 0 质押 163,74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李福成 

0 128,137,155 15.6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三河福生投资有 0 73,795,393 9.01 0 质押 51,655,393 境内



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李高生 

0 17,656,737 2.16 0 质押 12,359,715 境内

自然

人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信

托－福成股份员

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0 16,257,986 1.99 0 无 0 其他 

郭占武 

0 14,600,000 1.78 0 质押 14,6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张雪春 

3,032,374 12,761,939 1.56 0 质押 12,761,939 境内

自然

人 

王金良 

11,716,899 11,716,899 1.43 0 质押 0 境内

自然

人 

三河燕高投资有

限公司 

0 11,004,575 1.34 0 质押 11,004,5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于沛君 

3,900 9,030,082 1.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福成与李高生、三河福生投资

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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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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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

净利润 1.6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截止到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8.13亿元，

较期初增长了 16.66%，净资产 19.57亿元，较期初增长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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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发布财会〔2018〕15号文—《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

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公司属于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附件1对本期财务报表进行编制，并对可比

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按照财会〔2018〕15号文附件1对本期财务报表进行编制，并对2017年度的可比同期报

表中进行了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科目的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账款 

                  

140,872,241.0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0,872,241.07  

应收利息 

                       

2,481,600.00  
其他应收款 

                

13,063,989.39  

其他应收款 

                     

10,582,389.39  

应付票据 

                  

16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0,192,369.81  

应付账款 

                  

130,192,369.81  

应付股利 

                            

87,001.45  其他应付款 
                

52,096,445.19  
其他应付款 52,009,443.74 

4.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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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主体包括：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隆泰达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呼和浩特市润成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65.12 65.12 

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成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木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国际屠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60.00 60.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