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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5                           证券简称：朗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5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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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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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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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源股份 股票代码 3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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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丽 李春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源路

299 号 

山东省龙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源路

299 号 

传真 0535-8610658 0535-8610658 

电话 0535-8611766 0535-8611766 

电子信箱 ir@lontrue.com ir@lontru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农副产品加工业务 

公司农副产品加工业务主要是果干、坚果果仁、鲜果的加工、生产及销售，主要的产品有葡萄干、松子及松子仁、苹果

等。公司的葡萄干产品主要作为休闲零食、烘焙原料等。松子主要用于国内零食炒货，松子仁、葡萄干主要作为烘焙原料，

在业务性质、客户群体上趋同。公司鲜果业务目前仍是以出口为主，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 

2、数据中心及智慧城市业务 

公司数据中心业务覆盖数据中心行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及边缘云计算IT基础架构。即基于数据中

心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服务（包括数据中心规划设计、工程管理、运营管理、智能运维、云计算及增值服务等）能力，通

过整合云计算、物联网行业优质资源，将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项目积淀及技术积累致力于打造符合5G时代需求的数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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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 致力于打造“数据生态环境+产业融合+物联网智慧场景”的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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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98,020,297.36 567,083,818.44 -47.45% 349,024,2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475,332.89 38,443,931.69 -579.86% 58,480,67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314,466.31 -7,102,055.89 2,002.41% 2,702,29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95,335.26 24,056,961.46 28.84% -20,104,49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08 -587.50% 0.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08 -587.50% 0.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0% 4.62% -29.32% 6.8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00,878,805.75 1,512,592,939.80 -33.83% 1,410,242,33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0,028,182.61 839,211,202.46 -22.54% 813,264,437.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662,653.82 170,903,043.97 100,804,724.93 -26,350,12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7,661.22 7,982,059.16 -3,903,145.09 -186,046,58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1,660.64 -4,912,721.57 -6,200,856.73 -134,979,22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0,122.41 24,279,252.91 38,684,675.06 -35,188,715.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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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22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7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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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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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大广 境内自然人 12.73% 59,952,960 0   

新疆尚龙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1% 52,800,000 0   

杨建伟 境内自然人 3.46% 16,295,700 0 冻结 16,295,7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锦程沙洲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9,030,800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47% 6,905,100 0   

童利南 境内自然人 1.07% 5,058,000 0   

唐巍青 境内自然人 0.57% 2,683,000 0   

李建东 境内自然人 0.52% 2,435,503 0   

赵晓巍 境内自然人 0.43% 2,030,900 0   

张向中 境内自然人 0.41% 1,94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新疆尚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自然人戚大广先生，新疆尚龙和戚大广先生合

计持有本公司 23.94%的股份，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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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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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王贵美女士继承的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戚大广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尚未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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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为降低疫情的影响，公司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在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按照各级政府的统筹安排，安全、有序实现复工复产。在保生产的同时，公

司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就疫情进行物资和资金援助，为疫情防控贡献企业力量。 

（一）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营业收入298,020,297.36元，去年同期 567,083,818.44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45%；报告期营业成本为

259,391,131.88 元，去年同期 441,616,979.72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1.26%；报告期销售费用8,405,352.79 元，去年同期 

19,625,858.77 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57.17%；报告期管理费用76,813,107.25 元，去年同期 66,741,414.92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15.09%；报告期研发费用5,436,374.43 元，去年同期11,615,363.1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20%；报告期财务费用

17,838,884.94 元，去年同期7,074,501.7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2.16%。 

（二）农副产品加工业务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而水果和坚果、果仁将是更多人的首选健康食品。公司凭借

质量和规模优势，在巩固现有客户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新客户，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目前公司已成为星巴克、COSTA等知

名品牌的供应商。 

公司干果、坚果果仁类产品，主要用于烘焙原料及休闲零食；烘焙食品有保质期较短、口味品质稳定的特点，烘焙食品

厂家对烘焙原料的质量、稳定性、标准化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烘焙行业的客户有较高的粘性。公司依托国内外市场客户对

公司产品质量、安全性、稳定性及标准化等方面的认可，把握下游大客户的产品创新动向，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品，•公司

已与美珍香、洽洽食品、徐福记、桃李面包、青岛沃隆、维维食品、旺旺食品、知味轩、凯利来等国内知名休闲零食品牌及

烘焙企业达成合作。 

公司抓住国内烘培市场的快速扩张，以及新零售消费升级的机遇，加快国内市场开发力度，积极探索创新开发新品。国

内的消费升级将为市场打开广阔的空间，公司通过与国内烘培行业、休闲零食品牌等行业龙头的深度业务合作，陪伴客户成

长的同时，不断壮大公司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三）数据中心及智慧城市业务 

1、报告期内，太原数据中心项目实现营业收入34,630,188.72元，净利润15,821,345.96元。 

2、报告期内，优世联合实现营业收入7,929,299.36元，归属于优世联合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120,656.13元 。 

报告期内，优世联合处置了湖北神狐的股权，湖北神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优世联合合并了湖北神狐2020年1

月到11月的财务数据。合并期间，湖北神狐对优世联合净利润产生1,625.45万元的亏损并计提减值准备约6,800.00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鲜果 61,499,412.34 56,281,382.67 8.48% -37.66% -32.82% -43.80% 

果干 130,802,065.05 123,274,447.96 5.75% -7.95% 10.63% -73.35% 

坚果、果仁 52,933,322.99 45,318,984.81 14.38% -29.11% -35.43% 139.67% 

服务费 42,559,488.08 18,295,982.07 57.01% -81.21% -87.79% 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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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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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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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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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

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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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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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对2019年度审计工作中审计机构出具

保留意见事项进行了梳理、核实，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主要调整事项如下：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优世联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世联合”）部分业务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时不够审慎，公司应收账款多计15,503,519.90元，坏账准备多计1,085,246.39元，应付账款少计1,780,094.07元，营业收入多

计14,625,962.16元，营业成本少计1,780,094.07元，信用减值损失多计1,085,246.39元。 

2、对优世联合对赌期间业绩完成情况重新进行测算，其他流动资产少计17,010,886.67元，营业外收入少计17,010,886.67

元。 

3、对优世联合收购时点形成商誉重新进行测算，商誉减值准备少计2,098,089.00元，资产减值损失少计2,098,089.00元。 

4、上述事项影响，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多计162,786.96元，应交税费少计914,255.50元，所得税费用少计1,954,600.20元，

盈余公积少计1,066,007.60元，未分配利润少计2,952,497.33元。 

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2019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母

公司利润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附注八-4，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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