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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公告编号：2018-065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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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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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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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塔食品 股票代码 00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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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战 李娜君 

办公地址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 

电话 0535-8938520 0535-8938520 

电子信箱 shuangtashipin@sohu.com shuangtashipin@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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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755,792.06 813,800,632.80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191,793.85 43,403,272.64 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1,895,306.17 25,627,632.12 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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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362,330.76 -104,677,570.44 -295.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4 0.0344 5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4 0.0344 5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1.6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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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7,466,766.48 4,330,611,864.54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75,085,656.55 2,599,265,895.0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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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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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远君兴农

业发展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45% 435,250,137 0 质押 234,499,600 

杨君敏 境内自然人 13.86% 175,060,633 131,295,475 质押 141,021,100 

石河子金都

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25,160,000 0   

兴业全球基

金－工商银

行－华融国

际信托－华

融·正弘 1 号

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25,059,900 0   

张沐城 境内自然人 1.39% 17,500,000 0   

周华亮 境内自然人 1.22% 15,470,105 0   

李映菲 境内自然人 0.91% 11,457,095 0   

西藏银汐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7,736,895 0   

招远市金岭

金矿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1% 5,142,695 0   

于鹏程 境内自然人 0.32% 4,029,7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君敏先生为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同时杨君敏先生担任招远君兴农

业发展中心的法人代表；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与招远市金岭金矿实际控制人同为招远

市金岭镇人民政府。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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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510000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150137 股，合计持有 435250137 股；周华亮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15470105 股，合计持有 15470105 股；招远市金

岭金矿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5142695 股，合计持有 5142695

股；于鹏程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4029773 股，合计持有 402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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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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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粉丝、豆类蛋白、食用菌等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纯豆粉丝、杂粮粉丝、红薯粉条、豌豆

蛋白、绿豆蛋白、膳食纤维、食用菌等。 

1、粉丝业务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多系列、多品种的粉丝产品以及围绕粉丝产业链深度开发为主营业务,粉丝业务是公司的传统核心业务。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品类包括纯豆粉丝 、杂粮粉丝 、红薯粉丝,是行业内最大的龙口粉丝生产企业,也是唯一一家上市企业。 

近年来,公司顺应我国加快农产品发展步伐的趋势,在粉丝产品的质量、生产、销售上取得了不菲的业绩。公司作为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粉丝行业工作委员会的会长单位,在规范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维护品牌声誉,公司一直

带头承诺“六不添加”,保证了过硬的品质质量。随着公司对销售渠道的建设和逐步完善,市场开拓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公司

粉丝销售已经覆盖全国各大中城市,销售渠道主要包括商超渠道、餐饮渠道、农贸渠道。品牌优势凸显,带动粉丝业务进入了

较快发展期。 

2、豆类蛋白业务 

利用专利技术—“从粉丝废水中提取食用蛋白”技术,将饲料级蛋白提纯到食用级蛋白,目前公司可生产高纯度蛋白、低纯度蛋

白。产品投放市场后,因豌豆蛋白与其它植物蛋白相比,拥有非转基、无过敏原、无胆固醇、分子量小、易吸收等优点,深受欢

迎,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十分畅销。公司根据蛋白行业竞争格局,结合自身在循环经济产业链、科技创新领域方面的优势,着力

打造豌豆蛋白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取出不同纯度的食用蛋白,满足不同客户的市场

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蛋白的应用领域,加强与全球前高性能鱼(三文鱼、鳕鱼)饲料企业的合作,为豌豆蛋白的销售探

索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未来公司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发展豌豆蛋白产业为核心,打造大健康产业新格局,重点研发绿豆蛋白

粉、豌豆蛋白粉、蛋白肽、蛋白质饮料等。 

3、食用菌业务 

食用菌产业是公司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公司按照大生物产业链的发展新思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

以金针菇、香菇为重点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建设高标准、高科技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培育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项目具有科

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强、发展潜力大等优点。目前,食用菌基地中的香菇项目是中国第一家工厂化香菇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当

地的果木资源和粉丝生产下脚料,变废为宝,实现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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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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敏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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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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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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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