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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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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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友食品 60369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泽宁 谢雅玲 

电话 023-67389316 023-6738930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国际食品工业城宝环一路13

号 

重庆市渝北区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国际食品工业城宝环一路13

号 

电子信箱 yysecurity@youyoufood.com yysecurity@youyouf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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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088,275.50 1,743,692,799.00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70,695,354.88 1,565,690,102.79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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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5,013.70 117,579,682.79 -78.16 

营业收入 544,507,772.86 477,877,454.46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9,368,852.09 93,925,807.09 3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6,840,805.78 93,030,316.97 2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95 8.43 减少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37 1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37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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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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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有忠 境内自然人 49.89 151,933,520 151,933,520 无   

赵英 境内自然人 12.99 39,572,667 39,572,667 无   

鹿新 境内自然人 5.16 15,711,776 15,711,776 无   

鹿有贵 境内自然人 1.27 3,856,308 3,856,308 无   

鹿有明 境内自然人 1.17 3,567,807 3,567,807 无   

王福喜 境内自然人 0.61 1,857,9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

合 

其他 0.52 1,582,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鹰稳健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1,257,200 0 无   

肖文伟 境内自然人 0.40 1,216,223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

八组合 

其他 0.39 1,177,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鹿有忠与赵英为夫妻关系，与鹿

新为父女关系，与鹿有明、鹿有贵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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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公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疫情期间积极复工复产，不断深挖内潜、降本增效，夯实

基础管理，始终秉承“诚信务实，执着创新”的企业精神和“做一流好产品”的企业使命，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味美质优、安全健康的休闲美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450.78 万元，同比增长 13.94%；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达 15,196.45 万元和 12,936.89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37.15%和 37.7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84.08 万元，同比增长 25.59%；实现每股收益 0.42

元，同比增长 13.5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82,208.83 万元，净资产 167,069.54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8.31%。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努力践行“做一流好产品”的企业使命，严格质量管理，提升产品品质，

稳定产品味型，为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产品保障；积极推进“城市精耕、渠道下沉”的营销

策略，加快华东战略性区域销售网络的建设步伐，细分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挖掘市场潜力，巩

固和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以现有泡卤休闲食品种类为基础，加强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保

持产品竞争力，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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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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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