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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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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孔伟平 工作原因 张日俊 

独立董事 浦军 工作原因 张日俊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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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值，经董事会批准，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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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中鲁 600962 *ST中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庞甲青 金晶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

世界广场B座21层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

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

21层 

电话 010-88009021 010-88009021 

电子信箱 600962@sdiczl.com 600962@sdicz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专注浓缩果汁生产 30 余年，是国内首家引进浓缩苹果汁生产线的企业，拥有多项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及产品成果，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分为果汁类和蔬菜汁类：果汁类产品包括浓缩苹果

清汁、浓缩苹果浊汁、浓缩梨清汁、浓缩桃汁、浓缩大枣汁、脱色果汁、苹果果糖、梨果糖、苹

果香精等；蔬菜汁类产品包括浓缩红薯汁、浓缩黄瓜汁、浓缩胡萝卜汁、浓缩雪莲果汁、浓缩芹

菜汁等，公司产品作为基料或配料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生产行业。 

公司生产厂分布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北、辽宁、江苏、云南等苹果优势产区。果汁产品

出口率达 90%，主要销往经济发达地区，包括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

沙特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优质海外客户资源，与可口可乐、卡夫、雀巢等一批世界著

名的食品饮料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 

针对浓缩苹果汁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进行了详细论述，详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行业经营信息分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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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762,608,055.27 1,875,407,731.56 -6.01 2,238,092,430.74 

营业收入 964,055,615.22 1,097,908,222.76 -12.19 877,605,229.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9,974.20 31,973,004.10 -97.19 -111,149,541.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31,053.04 -3,749,597.62 不适用 -114,992,622.1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18,697,372.75 816,117,890.08 0.32 784,223,929.2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6,364,241.44 110,589,695.54 32.35 243,684,828.9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34 0.1219 -97.21 -0.423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34 0.1219 -97.21 -0.423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11 4.00 减少3.89个百分

点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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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53,097.44 210,763,403.26 160,796,772.36 307,242,34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45,548.44 4,211,483.35 -6,139,920.83 -2,617,13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287,933.01 3,650,361.18 -6,784,528.11 -3,784,81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6,422,474.50 232,882,304.28 -75,912,249.73 -217,028,28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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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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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投资公

司 

0 116,855,469 44.57 0 无 0 国家 

乳山市经济开发

投资公司 

0 8,190,000 3.12 8,190,000 冻结 8,190,000 国有

法人 

乳山市国鑫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0 3,328,748 1.27 0 冻结 1,500,000 国有

法人 

上海综艺控股有

限公司－长余 5

号价值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1,850,000 1,850,000 0.71 0 无 0 未知 

昝新星 1,261,510 1,261,510 0.48 0 无 0 未知 

周徽 1,023,410 1,023,410 0.39 0 无 0 未知 

邓致远 414,829 895,909 0.34 0 无 0 未知 

蒋宁君 859,000 859,000 0.33 0 无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 800,000 800,000 0.31 0 无 0 未知 



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国企改革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杜晓艳 762,368 764,368 0.29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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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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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44.57%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0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年受欧洲浓缩果汁生产商竞争不断增加及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影响，使得浓缩果汁的国

际市场价格在 2016年度保持在低位，给中国浓缩果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形成更大压力。面对浓

缩果汁市场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公司以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升管理为抓手，有效落实执行股

东大会、董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加大市场研判，加快项目推进，加强研发创新，继续夯实内控

体系建设，提升内部管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为 1,11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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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6年 12月 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月 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税金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影响情况： 1、将自 2016 年 5月 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车船使用税等税金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

及附加本年金额 4,800,621.52 元，调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4,800,621.52 元。调增母

公司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637,147.14元，调减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637,147.14

元。 2、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

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

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调增合并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41,259,334.44

元，调增合并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41,259,334.44 元。调增母公司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6,230,376.52元，调增母公司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26,230,376.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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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山东鲁菱果汁有限公司、河北国投中鲁果蔬汁有限公司等 17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