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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9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2018-060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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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00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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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 王亚珂 

办公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 

电话 0543-4868888 0543-4868888 

电子信箱 wangchao@xiwang.com.cn wangyake@xiwa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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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758,384,322.50 2,880,934,846.79 2,880,934,846.79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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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544,193.28 140,647,971.47 151,368,122.03 3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174,548.66 139,409,112.05 150,129,262.61 3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2,924,070.05 -34,228,859.34 -34,228,859.34 -2,15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1 0.33 1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1 0.33 1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7.09% 5.80% -0.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752,410,099.34 6,502,964,851.52 7,706,854,038.77 1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77,186,421.78 2,018,243,586.36 2,259,291,787.24 80.4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集团下属子公司西王青岛于 2016 年收购 Kerr 公司 80%股权并取得控制权，并约定将分三年收购 Kerr 其余 20%股

权。根据本集团于 2016年 6月 12日与The Toronto Oak Trust，及Kerr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本集团将支付现金收购The Toronto 

Oak Trust 和 2158068 Ontario Inc. (以下合称“卖方”) 合计持有的 Kerr 100%的股权，包括：(1) 首期 80%股权收购；(2) 剩

余 20%股权后续收购。根据前述股权购买协议，对 Kerr 剩余 20%股权的收购安排使得本集团承担了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购买剩余股权的义务，本集团应将该义务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但本集团 2016 年度财务报表未确认收购 Kerr 剩余 20%股权

的相关负债。由于剩余 20%股权收购属于本集团不可撤销的义务，于 2017 年，本集团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差错更正，将上述

交易剩余 20%股权的支付义务全额确认为负债，并按合计收购 100%的股权收购份额重新确认商誉及相关影响。并对此项会

计差错更正进行追溯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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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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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70% 163,543,737 0 质押 163,529,700 

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06% 115,984,800 77,884,800 质押 115,984,692 

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聚赢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99% 27,476,958 27,476,958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726 号 
其他 3.49% 19,239,631 19,239,631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

券中国红－汇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04% 11,210,095 0   

山东高速嵩信（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山高嵩成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其他 1.75% 9,619,815 9,619,815   

深圳市九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九

派定增 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其他 1.75% 9,619,815 9,619,815   

方怀月 
境内自然

人 
1.65% 9,101,382 9,101,382 质押 4,000,000 

杨勤学 境外自然 1.61% 8,870,967 8,870,967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人 

方瑞 
境外自然

人 
1.60% 8,813,363 8,813,3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鉴于山东永

华投资有限公司属于西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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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食用油及保健品板块市场竞争激烈，公司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考核力度，激励全员积极性和创

造力；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5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2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5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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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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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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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注销境外子公司Old Iovate International Inc.和Lakeside Innovations Holding Corps。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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