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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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露露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848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新国

王金红

办公地址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 8 号)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 8 号)

电话

0314-2128181

0314-2059888

电子信箱

wxg@lolo.com.cn

wjh@lo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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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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79,616,895.98

1,038,271,716.36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963,491.63

227,646,700.78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3,161,399.23

220,199,388.30

1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424,865.40

-386,564,167.44

9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9%

11.24%

1.65%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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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583,706.67

2,811,642,070.79

-2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2,049,071.34

1,998,366,943.71

-11.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46,38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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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8%

398,119,878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保险产品

5.10%

49,906,6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7%

41,820,4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6%

23,085,1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5%

18,074,2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

17,380,40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16,853,187

刘波

境内自然人

1.14%

11,170,236

中欧基金－中国银行－平安人寿－中欧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1%

9,917,2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
境内非国有法人
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9%

8,663,988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
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只知第五大股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六大股东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十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基金
管理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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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第八大股东刘波所持股份中有 9,454,228 股为其信用账户持
股数，其他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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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鲁伟鼎

变更日期

2018 年 03 月 1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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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961.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1%；实现营业

3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利润34,262.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296.3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1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2018年上半年，公司推出新品“热饮款露露杏仁露”，通过“早餐好营养，就喝热
露露”的宣传语，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城市年轻白领从“冷食”的非健康
饮食习惯中逃出来，让露露成为健康营养早餐的首选。通过优化整合营销资源，巩固渠道构
建成果，区域市场掌控能力显著提升。对销售一线加大投入，收入与业绩直接挂钩，通过系
统管理，实时掌握个人收入情况，做的好收入就高，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经营，使其自运行、
自增长，提升了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对达成销售计划、巩固提高露露杏仁露在
植物蛋白领域的优势地位起到了保障作用。
（2）公司产品-露露杏仁露，是以北纬43°野山杏仁为原料，采用独特的研磨工艺、专
利技术精制而成。野山杏仁在原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绿色健康无污染；传
统医学著作中对其药用功效的阐述，现代研究成果对其营养成份的认定，野山杏仁的珍贵性
已经被认知，成就了露露杏仁露的的高价值感。在宣传推广工作中，围绕健康主题，倡导安
全营养，让目标消费群体深度认知野山杏仁的珍贵性和露露杏仁露的功能性利益点及高品质
特性，培养忠诚消费者。据此安排了广告投放和公关传播活动，同时，加强产品在销售终端
的展示和促销，实现销售收入不断增长。
（3）注重食品质量安全，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制，坚持以食品安全为中心，采用一
罐一码技术，建立全过程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加强原材料采购全过程管理，保证原材料质
量，同时，在生产环节，加强各生产厂的统一管理，坚持产品工艺标准不动摇，加强生产过
程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保持公司品牌的美誉度和健康形象。
（4）开展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围绕内控规范的推广和应用，在流程建设、制度建设、
授权管理、风险管理、内控评价建设等方面加快推进风险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健全和完善公
司组织机构建设，开展内部控制规范工作，从流程优化、制度完善、人员调整、方法提升等
方面进行改进，加强公司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的管理，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
更有效的内部控制支持。
（5）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扎实开展公司绩效考核，突出薪酬管
理的激励性、合理性，建立内部人员流动渠道，使人力资源价值发挥最大化。建立各个岗位
收入与经济效益、重点工作直接挂钩机制，有计划开展人才培训和储备，统一员工思想、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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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员工精神、调动员工积极性，形成积极向上、凝聚力强、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文化。
（6）开展智能化管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财务管理、完善管理系统，强化财务分
析预测和预警，建立常态的经营预警机制，合理规划资金的使用，动态监控库存、应收、资
金等风险，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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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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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鲁永明

2018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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