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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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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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84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文锋

翁永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电话

0579-89908661

0579-89908661

电子信箱

lysn600@163.com

zjwyh201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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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204,677,220.70

上年同期
1,650,934,193.9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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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411,892.63

38,336,040.11

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164,704.45

34,838,177.26

5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225,823.59

113,117,352.80

-4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5.12%

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440,644,013.32

1,412,735,131.67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2,307,293.48

808,619,651.40

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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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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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28%

75,545,560

75,545,560 质押

27,000,000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60%

24,303,469

24,303,469 质押

3,500,000

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4%

6,686,600

6,686,600

康地饲料 (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4%

6,686,600

6,686,600

义乌市华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5,297,088

5,297,088

杭州浙科汇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 伙）

2.34%

4,187,500

4,187,500

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3,203,883

3,203,883 冻结

1.79%

3,203,883

3,203,88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 聚宝盆 37 号证券投资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资金信托计划

1.23%

2,192,100

0

浙江浙科汇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2,093,750

2,093,750

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1.17%

2,093,750

2,093,750

DPI Partners Limited

境外法人

3,203,8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统集团，实际控制人是朱俭勇、朱俭军兄弟；华
晨投资为华统集团控股子公司，华统集团持有华晨投资 41.13%股权，
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军持有华晨投资 4.03%股权，华晨投资股东朱泽磊、
施宪分别为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勇、朱俭军之侄子和外甥女，两人均持
有华晨投资 2.42%股权。除上述外，公司无法获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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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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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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成功挂牌上市，并在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
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总收入220,467.7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3.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6,041.1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7.59%。
对外投资方面，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围绕公司主业，加快对外扩张步伐，通过投资和收购并行方
式，不断扩大和完善公司产业区域布局。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了衢州民心51%的股权，
通过控股衢州民心，来不断巩固和完善公司在浙江省内的区域布局。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计划在兴化
市总投资20亿元，建设“兴化生猪全产业链一体化建设项目”，不断推动公司在江苏省的产业战略布局。
市场管理方面，公司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根据既定目标，努力开发新客户，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并在报告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苏州华统、台州商业、全资子公司湖州华统销售收入及
盈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内部管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各项内部管理体系，坚决
贯彻“食品安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生命线”的经营理念，秉承“集约化、标准化、科技化、信息化、品
牌化”的管理理念，通过公司各部门制定下半年创新计划，来不断完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进一步发挥科
学、高效的管理体系在成本控制、安全生产及员工激励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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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及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规定，重新系统地梳理了内控制度，
并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修订了《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
部审计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子公司管理办法》、《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不仅完善了公司的内控体系，而且还有效提升了公司的规范运
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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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2017年6月1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2017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助》（财会【2017】15号）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 2017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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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合并报表范围与上年同期相比，新增了控股子公司衢州市民心食品有限公司和
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康肉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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