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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3 证券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0-024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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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20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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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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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家駹 董事

因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故无法出席本次会议，亦未发表

意见和签署会议决策文件。

无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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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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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资本 股票代码 0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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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正华 魏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层 1105 北京市朝阳区中粮福临门大厦 11层 1105

电话 010-85017079 010-85017079

电子信箱 zlzbdb@cofco.com zlzbdb@cof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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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6,678,282,970.99 5,733,289,017.02 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5,039,369.67 549,202,487.45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596,920,529.81 552,500,239.25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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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94,251,751.80 1,614,219,374.86 12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83 0.2384 8.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83 0.2384 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3.4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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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34,226,120.74 67,178,265,707.31 1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52,109,948.52 16,334,392,763.1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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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

末持有

的普通

股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2.78% 1,446,54

3,440
1,107,428,

293
339,115,1

47

弘毅弘量（深

圳）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5% 180,962,
793

180,962,7
93 0 质押 180,962,793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6% 100,534,

883
100,534,8

83 0

北京首农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 90,481,3

96
90,481,39

6 0

中国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
11

80,427,91
1 0

中国航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

08
80,427,90

8 0

兴业国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雾繁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49% 80,427,9
08

80,427,90
8 0

上海国际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9% 80,427,9
06

80,427,90
6 0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3% 10,010,0
00 0 10,01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3% 5,411,50
0 0 5,4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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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普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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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公司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2020年上半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疫情对金融行业的全面冲击，中粮资本全体员工直面挑战、锐意进取，保持了经营

业绩的稳定增长，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经营成果，实现营业总收入66.78亿元，同比增长16.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5.95亿元，同比增长8.35%。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凝心聚力夯实党建工作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抓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运用新思想指导解决运营管理具体问题的能力；公司重视党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党建工作根基，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着力增强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协同性，提高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凝聚

发展正能量，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框架，提升中粮资本品牌价值和市场认知度。与此同时，公司抓好纪律建设，一体化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强“根”固“魂”。

（二）狠抓业务核心竞争力建设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各直属企业召开核心竞争力专题研讨会，根据市场环境与自身实际规划各直属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方向，并定期开展督导与考核。

中英人寿在渠道竞争力方面，通过数字化管理方式建设个险代理人渠道，实现了人力规模与人员素质的同步提升，促进

了个险渠道APE的逆市增长；在投资竞争力方面，通过初步搭建投研系统，不断尝试优化资产配置，实现了投资收益的稳步

增长；在人才竞争力方面，通过实施员工轮岗计划、推广“思问”线上项目等形式，持续打造高素质内勤团队，实现了员工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有效提高；在服务竞争力方面，通过智能化运营转型，有效提升保单服务水平和优化客户体验，实现

了中英人寿客户服务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中粮信托在财富管理方面，重建财富中心成效显著，目前已新设立上海浦西、河南郑州、浙江杭州三家财富中心，销售

业绩创下历史新高；在风险防控方面，中粮信托强化落实合规运营理念，健全投后管理标准，对新增项目实施严格风险管控；

在服务农业方面，中粮信托供应链金融电子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并向中粮油脂小包装油经销商成功发放首笔线上信托贷款，

标志着中粮信托供应链金融业务迈入了2.0时代。

中粮期货在经纪业务方面，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拓展线上渠道，开户数量及客户权益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在风险管理业

务方面，通过开展期现业务、场外业务、做市业务等商业模式为客户和企业自身不断创造价值，其中期现业务收入实现同比

大幅增长；在投资管理业务方面，利用自身的行业积淀和研究优势，坚持投研一体化建设，努力拓展客户资源，新增多家合

作机构，实现了自营与资管业务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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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金融防风险的力度和深度，坚持“合规优先、风控优先、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持续完善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继续充实风险管理人员队伍，同时大力推进风控信息化平台

建设，逐步实现信息技术与业务发展的有机结合。针对各直属企业的风险管理，公司确定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督导检查和

加强考核问责的“三加强”基本风控策略，确保各直属企业稳健经营。此外，公司对存在风险隐患的业务不断强化介入的力

度和深度，通过定期督导、主动参与和严格考核等有效措施，全面提高对风险的识别、评估、缓释和处置等能力。

（四）深化市场化机制人才队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市场化经营管理机制为重点，从选人用人、激励约束、考核评价等三大方面持续推进人力机制建

设和人才队伍打造。在选人用人方面，公司对招聘管理体系、流程和标准进行规范，并推进信息系统建设，严格把控人才入

口关，提高各项业务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准；同时，继续深化人才盘点机制，筹备专项人才培养项目。在激励约束方面，公

司按照市场化原则持续优化重点业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启动机制效能的市场对标分析项目，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在激励机制

层面有效落实。在考核评价方面，公司进一步完善主要业务的考核机制，重视股东回报水平，以MD体系等内部管理机制为抓

手，以业绩表现为核心，落实职级调整、奖优罚劣等措施。

（五）推动发展金融科技创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对金融科技业务的探索，通过打造粮油食品产业供应链生态圈中的便捷融资渠道，力图消除该

产业的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2020年上半年，公司启动自建区块链+供应链的服务平台，力争实现电子凭证在服务平

台上的可融、可拆、可流转和可抵消，为粮油食品产业供应链上游企业的应收账款确权提供便捷；同时，公司自建了融资业

务服务平台，为粮油食品产业供应链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此外，公司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对中

小微企业进行信赖度更高的经营状况风险评估画像，力求建立粮油食品产业供应链及其中小微企业的智能风险评分和监控模

型，提升对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能力。该服务平台已于2020年二季度开始试运行，后续将根据试运行情况进行升级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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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相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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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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