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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8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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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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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隆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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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钦鸿  

办公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工业区上寮园 256 幢 0138 号  

电话 0663-2912816  

电子信箱 jialong2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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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67,701.89 144,798,778.96 1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588,023.51 18,031,543.92 3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434,670.14 17,075,789.66 4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880,747.75 41,336,906.87 -2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3 0.0193 36.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3 0.0193 36.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1.5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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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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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059,799.27 1,224,825,807.55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0,862,695.68 1,135,630,928.1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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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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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平涛 境内自然人 17.15% 160,454,761 120,341,071   

林长浩 境内自然人 8.36% 78,194,308 58,645,731   

林长青 境内自然人 6.82% 63,764,901 31,882,450   

许巧婵 境内自然人 6.09% 56,938,527 42,703,895   

林长春 境内自然人 5.82% 54,445,320 0 质押 31,550,000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

海通证券－林长浩 
其他 1.77% 16,601,463 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9% 2,740,000 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神州牧

10 号基金 

其他 0.28% 2,657,338 0   

郑奕丰 境内自然人 0.27% 2,494,300 0   

陈广 境内自然人 0.25% 2,315,5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林平涛与许巧婵为夫妻关系，林平涛与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

父子关系，许巧婵与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母子关系，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

为兄弟关系。上述五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含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部分）

430,399,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1%，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林长浩通过“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账户“上海富诚海富通

资产－海通证券－林长浩”）持有公司股份 16,601,4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 

3、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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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陈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40,000 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2,7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9%。 

2、公司股东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神州牧 10 号基金通过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57,338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8%。 

3、公司股东郑奕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9,80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84,500 股，累计持有公司股

份 2,494,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7%。 

4、公司股东陈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51,001 股，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64,578 股，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2,315,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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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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创新与利润”的发展规划，积极应对

经济和行业环境的新形势，改变思维习惯，突破思维定势，创新经营模式，分解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方向，强化责任意识，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全力以赴实现生产经营目标。

现就 2018 年上半年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96.7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6%，利润总额 2,908.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8.80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36.36%。 

2、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收集整理客户资料，建立完善客户档案，归类分析客户信息，及时了解

客户动态变化，精准定位客户需求。做好产品销售调查工作，统计分析销售资料，跟踪了解

产品市场供求情况，适时调整推广方案，规范产品价格体系，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尝试贸易业务，锁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通过电视购物平台等新兴渠道，带动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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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获取产品差价，增加产品毛利。根据营销策略，调整营销组织架构，设立销售二部，

划分市场，下沉营销重心，对市场进行深度开发，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提高市场销售业绩和

质量。 

公司实时跟踪销售订单，做好市场销售、生产及物流发货衔接工作，制定调整生产计划

排期，合理安排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节约生产成本。持续改善生产工艺，增设鸡汁无盖

检测报警装置、瓶身缺标检测报警装置及玉米粳排沙过滤装置等，达到及时报警，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提高产品合格率。严格执行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培训，

强化员工安全责任意识，提高生产员工综合素质。报告期内，公司“鸡精鸡粉生产线智能化的

实施与运用”被遴选为 2018 年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公司不断开发供应商，加强对供应商的实地考察，筛选优质供应商，提高物料质量，满

足公司生产及市场需求，并实时关注市场行情动态，制定合理采购计划，严控物料成本。走

访了解物流市场，竞价筛选合格物流合作商，在保证物流服务质量的同时严格控制物流费用。

做好与物流合作商的沟通交流，理顺发货流程，提高物流发货速度，确保满足市场销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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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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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 平 涛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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