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965                                                  公司简称：福成股份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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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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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9 年度末总股本 818,700,9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元

（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 122,805,143.2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成股份 600965 福成五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伟 李娟 

办公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

京榆大街963号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京

榆大街963号 

电话 010-61595607 010-61595607 

电子信箱 Fortune600965@163.com Fortune600965@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自 2004 年上市以来，前期主业为畜牧养殖屠宰及食品加工，2013 年完成对福成餐饮的

并购重组后主业增加了餐饮服务，2014 年对大股东旗下宝塔陵园实施并购，2018 年收购湖南天德

福地陵园 60%股权，公司已经形成“中央厨房”食品加工和殡葬陵园生命文化的双主业格局。 

主要产品有：排酸牛肉、中式酱卤制品、西式低温肉制品、调理肉制品、菜肴类肉制品、速

冻食品及系列代加工产品；餐饮服务；经营性墓地销售等。 

经营模式方面，公司食品加工以客户为导向，OEM 代工兼自主产品开发,公司凭借多样化的产

品类别与良好的品牌效应，与王老吉、全家连锁、宜家、麦当劳、西贝、航食、东方豪客、绿茶

连锁等众多优质客户建立了长久稳固的合作关系，更在京东打造出系列产品的自营店铺，一路确

保了公司的稳健发展；餐饮服务的经营模式是以引领营养健康消费、服务大众为宗旨，从管控品

质出发全部采取直营店经营；殡葬服务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优雅的自然环境、大众的消费价格、

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前瞻性的服务意识为经营理念。 

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是业务结构优化，完善品质，创新管理，升级服务。        

由于公司行业跨度较大，分别进行行业说明如下： 

（一）畜牧养殖及屠宰加工业 

畜牧业属于传统农林牧渔行业，近些年处于逐步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畜

牧业已从家庭副业成为我国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受制于资源及诸多限制因素，综合生产能力

及产品有效供给方面还有待提升。 

根据《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数据：2010 年，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为 4.87

公斤，比 2005 增长 12%，年均增长 2.3%。预计 2020 年全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为 5.49 公斤，比 2015

年增加 0.3 公斤，年均增长 1.13%。按照 2020 年全国 14.5 亿人口测算，牛肉消费需求总量由 2015

年的 721 万吨增加 75 万吨至 796 万吨。目前，我国的牛肉消费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总量

的 13%。 

（二）食品加工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消费主力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对食品尤其是

肉及肉制品的品质要求有了更多的期望，方便、快捷、营养健康的创新食用产品正被越来越多的

人们所接受。 

公司的食品加工产业立足京郊，服务全中国，以做好百姓的后厨房为宗旨，稳健发展趋势向

好，经过多年深耕食品领域，形成了显著的规模效应。在食品加工环节，公司积极与中国农业大

学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企业在该领域的综合实力，并成功成为“军民融合促进会副会



长单位”，光荣地承担起了为中国人民子弟兵食品安全保驾护航的重任。 

  （三）餐饮服务行业 

我国餐饮业自 2012 年以来转型调整，逐步回归大众市场。餐饮服务行业作为市场客户端，受

经济景气度影响较大，中式餐饮追求口味变化，呈现品牌属地化竞争特点。行业经营用物业较之

前有所改善，但行业受人工影响较大，管控费用也需要不断努力方见成效。 

（四）殡葬服务行业 

殡葬服务行业是公司近几年新增业务，其属地特征较为明显，与行业紧密关联的讯息主要是

死亡率、火化率等指标。宝塔陵园紧邻北京，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建设较为规范，环

境较好，潜在客户群体庞大。湖南天德福地陵园地处韶山，人文、地理、环境优势较好，受当地

政策扶持。 

殡葬行业目前各地区在经营性墓地权限下放和权限运用方面尚存差异，2018 年 9 月，民政部

公布《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国家建立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制度，坚决打击违法

兴建殡葬设施行为，有效保障行业健康发展，对依法合规经营的殡葬业务属于长期利好。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738,795,840.48 2,813,456,774.48 -2.65 2,411,598,153.38 

营业收入 1,446,840,589.75 1,453,720,417.48 -0.47 1,360,558,9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9,542,735.80 160,392,854.00 30.64 156,558,04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7,398,992.77 157,784,725.53 -19.26 146,373,74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43,474,705.95 1,956,737,113.40 4.43 1,853,653,32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035,239.29 215,393,049.08 -70.73 228,761,87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0 30.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20 30.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93 8.44 

增加1.49个百分

点 
8.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62,720,822.49 358,127,306.09 401,330,669.89 324,661,79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802,675.14 47,916,220.36 73,322,200.09 49,501,64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7,696,614.62 46,752,599.95 49,055,741.81 -6,105,96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992,215.03 41,565,914.57 45,054,140.37 -56,577,030.6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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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7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31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 290,697,674 35.51 0 质押 163,74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福成 0 128,137,155 15.6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三河福生投资有

限公司 
0 73,795,393 9.01 0 质押 51,655,39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高生 0 17,656,737 2.16 0 质押 12,359,715 
境内自然

人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信

托－福成股份员

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0 16,257,986 1.99 0 无 0 其他 

田桂军 12,872,071 14,393,881 1.7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张雪春 0 12,761,939 1.5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三河燕高投资有

限公司 
-75 11,004,500 1.34 0 

质押 11,004,50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8,123,044 9,130,613 1.12 0 

无 0 未知 

滕再生 996,952 9,005,091 1.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福成、李高

生、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7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 2.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64%。截止到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7.39亿元，

较期初减少了 2.65%，净资产 20.43亿元，较期初增长 4.4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



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

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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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

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对金融资产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对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余额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各项目无影响。 

1. 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文件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566,286.49  566,286.49  

应收账款  165,004,676.19  165,004,676.1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165,570,962.68 -165,570,962.68  



款 

应付票据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应付账款  135,798,166.77  135,798,166.7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315,798,166.77 -315,798,166.77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  566,286.49  566,286.49  

应收账款  163,620,641.97  163,620,641.9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64,186,928.46 -164,186,928.46 

 

应付票据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应付账款  97,981,334.26  97,981,334.2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77,981,334.26 -277,981,334.26 

 

注：调整数中，以正数表示调增数，以负数表示调减数。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主体包括：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隆泰达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成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福成木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福成国际屠宰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福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60.00 60.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