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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3                           证券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0-008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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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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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 2019 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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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7、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04,105,5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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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资本 股票代码 0024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原特钢、*ST 中特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正华 魏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 层 1105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 层 1105 

电话 010-85017079 010-85017079 

电子信箱 zlzbdb@cofco.com zlzbdb@cofc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报告期初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通过控股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保险、信托、期货、银行等多项

金融业务，成为以农业金融为特色的金融控股平台。 

（1）保险业务：报告期内，中英人寿在我国保险行业整体回归“保险姓保”、强调合规经营的大背景下，坚持价值成长

的经营理念，通过建设专业的个险代理人核心渠道增强业务竞争力，通过打造高效投资团队增强投资竞争力，通过建设高素

质内勤团队增强人才竞争力，通过为广大保户提供贴心的全面人身保障增强服务竞争力。2019年，中英人寿主要经营指标均

实现同比增长，原保险保费收入、新单年缴化保费等指标均创开业以来新高，偿付能力继续保持充足水平。 

（2）信托业务：报告期内，中粮信托面对我国信托行业的巨大转型压力，坚持“三年三步走”的转型发展规划，聚焦

产业金融服务能力、消费金融服务能力和财富专业管理能力三大核心竞争力建设，突出信托主营业务，结合中粮集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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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防控项目风险，大力推进财富管理团队建设。2019年，中粮信托净利润较上一年实现显著增长，主动管理类信托规模逐

步提升。 

（3）期货业务：报告期内，中粮期货面对我国期货市场品种扩容、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在坚持以期货经纪业务

为基础的同时，以打造行业领先的特色衍生品交易服务商为目标，持续加强风险管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国际化业务等核

心竞争力的培育，业务转型升级初见成效。2019年，中粮期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均实现较好增长，连续第六年荣

获中国期货业协会AA级最高评级。 

（4）银行业务：报告期内，龙江银行依托黑龙江省丰富的农业资源，深耕当地农业金融市场，在围绕农业龙头企业开

展业务的同时，致力于服务上下游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打造农业供应链金融新模式；并通过构建特色化、

专业化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打造通用型、区域型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小微信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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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26,630,756.

25 

1,025,559,06

9.87 

1,309,553,67

3.77 
-75.06% 

972,925,944.

74 

1,109,423,87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52,180,610.

61 

-112,704,830

.74 

510,010,601.

57 
27.88% 

-257,920,448

.72 

829,457,624.

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024,715.

43 

-192,095,554

.52 

-192,095,554

.52 
不适用 

-264,936,732

.29 

-264,936,732

.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84,594,81

0.14 
8,206,937.00 

2,134,504,10

1.27 
133.52% 1,611,070.16 

2,383,708,78

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31 -0.2241 0.2213 27.93% -0.5128 0.3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31 -0.2241 0.2213 27.93% -0.5128 0.3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7.44% 2.87% 1.21% -15.17% 5.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7,178,265,7

07.31 

3,234,273,10

1.31 

62,989,171,9

67.74 
6.65% 

3,425,868,80

7.18 

60,297,196,3

8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334,392,7

63.16 

1,454,921,12

4.86 

17,870,871,0

21.28 
-8.60% 

1,572,113,84

4.99 

17,637,701,8

94.5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

前的上述准则称为原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已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首次执行日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该变化构成了会计政策变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变更财务报表格式，相关格式和金额的

调整已经在公司财务报表中确认，上述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事项未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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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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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8,836.58 41,232,006.80 154,609,448.34 95,470,46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516,907.46 232,685,579.99 141,257,060.91 -38,278,93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450,814.66 236,049,424.59 140,809,693.72 -84,285,21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3,140,234.35 -328,920,859.49 2,779,114,727.43 591,260,7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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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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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78% 1,446,543,440 1,107,428,293   

弘毅弘量（深

圳）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85% 180,962,793 180,962,793 质押 180,962,793 

广东温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6% 100,534,883 100,534,883   

北京首农食

品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93% 90,481,396 90,481,396   

中国国有企

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11 80,427,911   

中国航发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08 80,427,908   

兴业国信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

区雾繁投资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3.49% 80,427,908 80,42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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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集

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06 80,427,906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3% 10,010,00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3% 5,41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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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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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主营业务变更为优质金融业务，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管理团队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勤勉尽责、悉心经营，切实维护广大股东

权益。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1）坚定不移推动从严治党，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各项任务的有效落实，努力提

升党建工作对改革发展的引领力。同时，公司抓好纪律建设，持续正风肃纪，始终保持企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抓好干部

队伍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开拓进取的企业发展战斗力。 

（2）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加强风险防范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合规优先、风控优先、稳健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和风险底线思维，紧密围绕高质量、防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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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任务，持续完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继续充实风险管理人员队伍，大力推

进风控信息化平台建设，逐步实现信息技术与业务发展的有机结合。公司通过梳理修订制度、建立风控信息平台、组织风险

排查和落实整改工作等重要措施，实现了对各金融业务板块风险防范的有效督导和强力管控。此外，公司不断加强对存在风

险隐患业务的介入力度和深度，通过定期督导、主动参与和严格考核等措施，全面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评估、缓释和处置等

能力。 

（3）坚定不移推动市场化经营管理机制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按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多能少、能进能出”的用人原则，持续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

制，落实以MD制度为代表的职级、绩效、薪酬管理体系，严格实施刚性考核。公司注重对重点业务、重点企业的对标研究，

不断学习吸收行业先进管理经验，完善科学管理机制，努力推动业务进一步发展。同时，公司加强人才梯队的建设，建立盘

点与测评机制，定期对员工队伍的现状进行诊断，注重对关键岗位人才的储备，构建并完善立体化的人才培育体系；此外，

不断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建设，通过健全组织保障推动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4）紧密围绕农业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作为重要的战略性业务，公司继续坚持多年来在农业金融领域的探索与创新。中粮信托供应链金融业务努力

践行产融结合理念，广泛服务于中粮集团的粮油、米面、饲料、红酒等业务的下游经销商，有力支持了中粮集团的产业发展。

中粮期货作为国内领先的农业特色衍生品交易服务商，深耕行业二十余年，具有国内领先的农产品期货研究能力、套保能力

和交割能力，持续为农产品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务。 

（5）推动发展金融科技创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对金融科技业务的探索，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借助并运用金融科技工具，力求实现上下

游中间交易的不间断信息化。同时，公司广泛调研中粮集团主营业务实际情况，紧密围绕中粮集团采购端的移动支付业务和

销售端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等商业模式，通过收集整理各个业务板块的大数据信息，积极尝试构建业务生态体系，力争以金融

赋能中粮集团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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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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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实施重大重组置出原有钢铁资产并注入金融资产，营业总收入由2018年度的10.26亿元变为2019年度的112.58

亿元，其中营业收入由2018年度的10.26亿元变为2019年度的3.27亿元；营业总成本由2018年度的12.17亿元变为2019年度的

108.60亿元，其中营业成本由2018年度的9.36亿元变为2019年度的1.2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由2018年

度的-1.13亿元变为2019年度的6.52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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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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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估计相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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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初，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注入，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置出，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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