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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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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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为 680,152,70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680,152,702 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77.04%，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每 10 股转增 4 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680,152,702 股，本次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 952,213,783 股。 

3、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该方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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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面包 6038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银安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沈阳市府

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40层 

  



电话 024-22817166   

电子信箱 sytolybread@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本公司一直专注于以面包及糕点为核心的优质烘焙类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属于国内知名的“中

央工厂+批发”式烘焙食品生产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桃李”品牌面包，此外，公司还生产月饼、

粽子等产品，主要是针对传统节假日开发的节日食品。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致力于为社会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以“让更多人爱上面包”为使命，

依托高性价比的产品、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庞大且稳定的销售渠道及“中央工厂+批发”的经营模式

带来的高附加值不断强化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公司的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自主采购的模式，公司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评价体系来评定和选择供应商，待

确定供应商后，公司统一与供应商谈判确定采购价格、供货周期等主要采购条款并签订采购合同，

各子公司采购专员负责具体采购的执行工作。 

公司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主要通过市场询价、比价以及议价的方式确定，以确保公司较低的

采购成本。公司采购部门根据销售及生产的需求，制定采购订单，对不同的原材料，每月会进行

一次集中采购或分次采购。 

公司对采购的面粉、油脂等大宗原材料实行集中定价的方式，并与供应商约定如果市场价格

变动需要其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公司，对于糖、鸡蛋、腿肉、奶粉等价格波动较频繁的商品采用

实时定价方式。 

公司不断加强原材料供应商的管理，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估并根据考核评估结果确定合

作供应商，与重要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公司的生产模式 

面包作为快速消费品，具有产品保质期短、消费者对产品新鲜度要求高的特点，公司对此主

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制定生产计划，公司采用中央工厂统一生产。    

月饼和粽子作为节日性的消费品，消费时段较为集中，公司采用阶段性的集中生产模式。月

饼每年的生产周期约为 45-60 天，主要集中在中秋节前 1-2 个月。粽子每年的生产周期约为 35-45

天，主要集中在端午节前 1 个月-45 天。对于月饼和粽子，公司根据当年的销售情况，结合销售



计划和经销商的订单，安排下一年度生产计划。在生产周期启动后，根据销售部门的后续订单数

量的增加，生产部门会调整生产计划并完成排产和前期准备工作。 

主要产品面包的生产工艺流程： 

 

3、公司的销售模式 

面包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普通个人消费者会通过大型连锁商超（KA 客户）、

便利店、县乡商店及小卖部等购买。 

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直营和经销两种模式进行销售：一是针对大型连锁商超（KA 客户）和中

心城市的中小超市、便利店终端，公司直接与其签署协议销售产品的模式；二是针对外埠市场的

便利店、县乡商店、小卖部，公司通过经销商分销的经销模式。 

公司设有营销部，按销售区域进行管理，负责各子公司及经销商的日常管理。为充分调动直

营终端和经销商的积极性，提升销售业绩，公司针对直营终端和经销商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

细致的工作流程。 

公司及子公司营销部下设 KA 客户部负责管理服务所在区域的 KA 客户，中心城市中小客户部

负责管理服务所在区域的中小型商超、便利店等客户，外埠市场中小客户部负责管理服务所在中

心城市周边区域的中小型商超、便利店等客户。 

（三）行业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本公司属于“制造业”之“食

品制造业”之“焙烤食品制造”中的“糕点、面包制造”子行业（代码 1411），根据 2021 年 1 月证监会

发布的《2020 年 4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属于“制造业”中的“食品制造业”（代码 C14）。  

烘焙食品作为西方国家生活的必需品，产业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市场规模较大并已趋于稳定；

在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烘焙行业发展时间虽短，但是近年来消费者对烘焙食品的认知度不断

提升。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工艺流程的不断完善，烘焙食品以其品种丰富、口味大众、用途多



样、携带方便的众多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随着经济发展和各国国民收入的提升，烘

焙行业总体销售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烘焙食品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从香港台湾地区引入中国大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以及西方食品、原料和技术的进入，我国的烘焙行业从 20 世纪末开始呈现出快速发

展的趋势。 

烘焙食品业在我国食品工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产品消费市场较大，能够反映人民的饮食

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我国烘焙食品行业在质量、产品类别、数量、品种、包装、装饰、生产技

术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烘焙食品作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已经成为部分消费

者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对食品的消费也从生

存型消费加速向健康型、享受型消费转变，从“吃饱、吃好”向“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转变。 

另外，随着居民对西方食品接受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食品消费进一步呈

现多样化的趋势，也将推动烘焙食品消费总量持续增长。 

（四）行业周期性特点 

面包属于快速消费品，近年来已逐步成为生活必需品，出现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面包消

费市场受节假日、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一般存在一季度销售量低、第四季度高的特点。面包保质

期也因季节温度的变化存在差异，一般冬季保质期 5-12 天，夏季为 3-7 天。月饼、粽子节日性产

品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每年主体销售时间主要集中在中秋节、端午节前。 

（五）公司市场地位 

自 1995 年设立丹东桃李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以面包为核心的优质烘焙类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中央工厂+批发”

式烘焙企业。随着公司对全国市场的不断拓展，使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鉴于公司品牌

影响力和公司的技术竞争力，公司参与起草了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发布的全谷物焙烤食

品《团体标准 T/CABCI002-2018》及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糕点通则 GB/T20977-2007》和《面包 GB/T20981-2007》行业标准。 

（六）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多年以来，公司一直以为社会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让更多人爱上面包”为使命，通过提供

持续创新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依托技术研发实力和品质控

制能力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和产业化，并依赖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将产品推向

市场，在传递让每个人吃上安全、健康、美味面包价值理念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稳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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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685,107,101.21 5,186,043,398.64 9.62 3,910,544,260.20 

营业收入 5,963,004,180.87 5,643,709,759.53 5.66 4,833,227,645.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2,839,001.61 683,358,391.86 29.19 642,150,377.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6,183,682.35 659,960,471.81 26.70 616,653,071.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32,787,895.42 3,743,150,298.60 29.11 3,421,426,289.4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01,366,061.62 887,834,094.10 24.05 803,219,893.9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3316 1.0373 28.37 0.97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3316 1.0373 28.37 0.97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1.98 19.56 增加2.42个百分

点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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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683,426.00 1,416,197,036.33 1,633,092,286.64 

1,591,031,431.9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4,409,742.62 223,267,994.05 268,350,298.10 196,810,96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86,072,866.89 205,196,310.43 256,767,379.10 188,147,12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6,937,984.14 319,205,058.97 340,259,628.47 244,963,3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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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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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学群 1,074,344 165,562,114 24.34 0 质

押 

40,4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吴学亮 0 100,119,417 14.7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志刚 -23,777,500 71,353,839 10.49 0 质

押 

20,500,000 境内

自然

人 

盛雅莉 -5,000,000 61,537,037 9.05 0 质

押 

8,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22,771,367 30,873,206 4.54 0 无 0 其他 

吴学东 -7,170,000 26,668,949 3.9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盛龙 -1,802,000 15,722,976 2.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盛雅萍 0 15,427,378 2.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盛利 0 13,043,789 1.9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桃李面包

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员

工持股计

划 

11,587,640 11,587,640 1.7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吴学群、吴志刚、吴学亮、盛雅莉和吴学东五人于 2018年 12月 22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成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其他未知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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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核心产品桃李品牌的面包及糕点实现的营业收入 583,723.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977.54 万元，增长了 5.60%，其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7.89%。醇熟等明星产品继续

获得稳步增长，华夫糕点、臻软山型吐司面包等新品呈现较高速增长，产品综合竞争力继续获得

提升。 

针对传统节假日开发的节日食品月饼和粽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1,751.23 万元和

771.0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9%和下降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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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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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沈阳桃李 100.00  

2 沈阳八方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八方塑料 100.00  

3 包头市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包头桃李 100.00  

4 北京市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桃李 100.00  

5 上海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桃李 100.00  

6 大连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桃李 100.00  

7 哈尔滨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桃李 100.00  

8 长春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长春食品 100.00  

9 成都市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桃李 100.00  

10 石家庄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桃李 100.00  

11 锦州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锦州桃李 100.00  

12 西安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桃李 100.00  

13 丹东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丹东桃李 100.00  

14 内蒙古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桃李 100.00  

15 济南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济南桃李 100.00  

16 青岛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青岛桃李 100.00  

17 天津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桃李 100.00  

18 重庆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重庆桃李 100.00  

19 深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深圳桃李 100.00  

20 东莞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东莞桃李 100.00  

21 广西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广西桃李 100.00  

22 福州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福州桃李  100.00 

23 厦门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厦门桃李  100.00 

24 南昌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南昌桃李 100.00  

25 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江苏桃李 100.00  

26 合肥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合肥桃李  100.00 

27 山东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山东桃李 100.00  

28 武汉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武汉桃李 100.00  



29 银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银川桃李 100.00  

30 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浙江桃李 100.00  

31 四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四川桃李 100.00  

32 青岛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食品 100.00  

33 海口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海口桃李 100.00  

34 长春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长春桃李 100.00  

35 海南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海南桃李 100.00  

36 新疆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新疆桃李 100.00  

37 泉州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泉州桃李 100.00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其中福州桃李、厦门桃李是东莞桃李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桃李是江苏桃李的全资子公司。 

（2）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