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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19-037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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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食品 股票代码 00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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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杰 姜小娟 

办公地址 
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三环路与谐园路

交汇处 

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三环路与谐园路

交汇处 

电话 0731-81820262 0731-81820262 

电子信箱 dm@jiajiagroup.com dm@jiajia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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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627,166.59 931,454,065.92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106,768.54 80,909,648.47 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280,463.00 77,784,066.42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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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956,423.84 26,754,419.55 344.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70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70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3.8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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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711,523.87 2,621,234,667.26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0,453,769.34 2,174,347,000.80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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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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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卓越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9% 216,419,200 0 

质押 216,000,000 

冻结 216,419,200 

杨振 境内自然人 10.22% 117,777,653 88,333,240 
质押 116,840,000 

冻结 117,777,653 

杨子江 境内自然人 7.16% 82,440,000 61,830,000 
质押 82,440,000 

冻结 82,440,000 

肖赛平 境内自然人 6.13% 70,560,000 52,920,000 
质押 70,560,000 

冻结 70,560,000 

李明睿 境内自然人 0.68% 7,824,182 0   

葛小龙 境内自然人 0.60% 6,927,200 0   

周小兵 境内自然人 0.60% 6,895,850 0   

陈烨铭 境内自然人 0.59% 6,784,400 0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45% 5,214,139 0   

"广发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

广发原驰·加加

食品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1% 4,698,9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控股股东卓越投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肖赛平、杨子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股东李明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3,7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7,760,482 股，合计持有 7,824,182 股；股东葛小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77,2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350,000 股，合计持有 6,927,200 股；股东

周小兵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895,850 股；股东林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5,21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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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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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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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的改革、转变、突围之年。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聚焦主业谋发展，围绕年度经营目

标，坚持把握好“大单品”战略方向，持续推进“原酿造”、“面条鲜”战略大单品，积极响应国家减盐政策机

遇点，力推新品“减盐生抽”，以此为营销突破口；紧紧抓住“产品第一、品牌至上、渠道为王、秩序是根本、

执行力是保障”五大法宝；坚持“五德为纲，以德服人”；明确规范加加营销模式，推进市场营销；销售业绩

稳中向好，业务员、客户对企业呈现新的信心。改革薪酬体系，改革运营机制，改变管理模式，夯实企业

发展基础；适应公司发展调整组织架构，公司总经理兼任销售总经理，提升营销管理；改革组织架构、修

订制度，规范管理；进行人事调配、改革用人机制、薪酬机制, 严格责任，严明奖罚；加强公司作风建设，

全力打击经济犯罪；进行全线梳理和改革；严控成本，狠抓招标管理，有效控制成本；深化全面预算管理；

推进“数字化酱油工厂”项目各项工作实施，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增强产品竞争力；深

化梳理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防控产品质量风险；引进了专业咨询机构导入阿米巴管理模式，提高了公

司团队凝聚力和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公司规范管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业务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02,462.72万元，同比上升10.00%；营业利润10,882.86万元，同比上升5.65%；

利润总额10,780.64万元，同比上升4.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10.68万元，同比上升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428.05万元，同比上升8.35%；基本每股收益0.075元，

同比（可比口径）上升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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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内容主要包括： 

1、 公司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 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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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 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会计处理。 

  

（二）2018年度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7〕 14号、财会〔2018〕 15号的通知要求，公司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8）“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利润表 

（1）将“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

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

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9,683,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6,949,444.78 

应收账款 97,266,444.78 

应收利息 1,112,222.22 其他应收款 2,098,705.2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86,483.01 

固定资产 1,585,344,985.77 固定资产 1,585,344,985.77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15,323,034.58 在建工程 121,082,359.72 

工程物资 5,759,325.14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8,935,918.68 

应付账款 148,935,918.68 

应付利息 525,514.31 其他应付款 62,524,425.0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1,998,910.70 

管理费用 114,524,126.92 管理费用 89,326,545.60 

研发费用 25,197,581.3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4,742,463.2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8,842,463.2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56,884,983.9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2,784,9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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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410.00万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

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

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公司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相关规定，调整情况

如下： 

2018年期末数 2019年期初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000,000.00  

 

（三）2019年度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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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研发费用从管理费用中拆分

出来单独列示；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3、现金流量表  

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该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

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

列。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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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2019年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006,875.29 应收票据 1,500,000.00 

应收账款 66,506,875.2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8,680,916.91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138,680,916.91  

 

营业成本 831,931,197.46 营业成本 831,444,2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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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单位：

万元） 
出资比例 

欧朋（上海）食用植物油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9年 2月 22日 2000 100% 

欧朋（长沙）食用植物油有限公司 
欧朋（上海）食用植物油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 
2019年 2月 27日 2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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