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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公告编号：2019-052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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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福鑫 独立董事 因病住院 王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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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 股票代码 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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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细华 万明琪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 

电话 0791-85985546 0791-85985546 

电子信箱 18879185861@163.com wmq1974_0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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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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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8,620,541.03 1,032,781,229.77 1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351,286.14 113,968,882.66 2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3,766,545.39 110,170,840.30 2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154,183.61 347,292,156.95 -6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 0.23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 0.23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6.4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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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967,877.84 2,497,036,950.83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1,600,941.94 1,895,010,242.50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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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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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45% 197,952,000    

新余煌上煌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8% 65,257,200    

褚建庚 境内自然人 5.63% 28,960,000 21,720,000   

褚剑 境内自然人 3.21% 16,544,000 12,408,000   

褚浚 境内自然人 3.21% 16,544,000 12,408,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稳健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697,4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2% 2,668,38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品质生活

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2,388,0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6% 2,373,24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5%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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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科技动
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其中徐桂芬与褚建庚系夫

妻关系，徐桂芬与褚浚、褚剑系母子关系，褚建庚与褚浚、褚剑系父子关系，褚浚、褚剑
系兄弟关系。徐桂芬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40%的股权，褚建庚、褚浚、褚剑各持有煌

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20%的股权。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徐桂芬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其中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徐桂芬持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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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行业现状 

2019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狠抓稳就业、稳金融、稳预期等“六稳”工作落实，国内
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及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增强，肉制品加工行业的增长及需求保持相对强劲。上半年国内食

品类消费市场回升明显，今后肉制品加工行业将朝着“智能化加工、大数据与个性化定制、休闲与便利、营养与健康”等方向

发展。 

 (二)公司经营综述 

面对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非洲猪瘟疫情等不利因素，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以稳字当头，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到了稳中

求安，转型升级方面做到了稳中求变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高质量发展，以保证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工作稳定在可控的
发展态势和增速轨道上。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将利用在行业中已取得的竞争优势，继续做大做强主业，重点围绕市场布局、品牌创新、

营销模式转型、技术改造等方面加快发展步伐，大力推进“品牌升级、产品升级、信息化升级、人才建设”四大战略,具体举
措如下： 

一是推广全新品牌定位“好味道，匠心造”，通过VI、SI、吉祥物、休闲包装等一系列的品牌视觉，媒体广告投放、门店
形象升级等助力门店标准化打造和品牌刷新建设，同时率先在同行业打造煌上煌酱卤文化馆，发展工业旅游，提高品牌知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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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推动传统营销向互联网营销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外卖、020、微信、平台直播、CRM、无人零售、社区电商

等互联网智能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同时通过营销组织变革和可视化、POSERP系统项目建设推动管

理创新。 

三是完善市场布局，采取重点城市密集型布店，核心区域核心商圈集中爆破开发，门店拓展目标由原来的传统选址扩大
到机场、高铁、商超、高速公路服务区，锁定不同人群，扩大销售渠道。 

四是实施生产技术改造、工艺创新，推动工业自动化、生产基地MES排产和BOM表管理工作，导入WME（仓库管理）
系统，强化供应链计划、仓储管理和主要原材料战略储备管理。 

五是持续推进信息化升级，打造ERP系统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实施门店可视化项目、POS项目、BI系统和MES系

统、物流实时监控系统、到货验收系统，逐步构建新零售系统和智慧工厂，实现大数据应用整合。 

六是严抓食品质量安全，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配送和销售等每一个环节均严格执行国家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

标准，完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控制体系。 

七是创新职能管理理念，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强化各职能部门职责、执行力，规范运行机制；同时，依托公司商学

院、工匠学院强化对专业技能、管理规范、团队建设、组织执行等方面的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完善人才梯队建
设，逐步落实公司人才兴起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862.05万元，同比增长13.15%，其中肉制品加工业同比增长20.62%，主要是公司通过
加大省外市场门店拓展，尤其加快了机场、高铁、商超综合体等高势能门店的开发，同时打造外卖、020、社区电商等线上

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推动营销模式转型升级，使得销售收入持续增长。米制品业务同比下降2.79%，主要为子公司

真真老老为了提升产品销售毛利水平调整产品结构和部分电商渠道，梳理了部分盈利能力不佳的产品。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35.13万元，同比增长23.15%，若不摊销2019年上半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费用1,833.20万元则同比增长39.23%，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所致，另一方面是公司持续进行生产技术改
造、工艺创新、节能降耗不断挖潜，强化供应链管理、主要原材料战略储备管理及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从而提升公司产品综

合毛利率，使得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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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褚浚 

201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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