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962                                                 公司简称：国投中鲁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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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8009021 010-88009021 

传真 010-88009099 010-8800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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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83,931,553.47 1,875,407,731.56 -2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26,534,527.91 816,117,890.08 1.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9,304,778.78 326,484,541.46 34.56 

营业收入 496,016,500.70 425,182,950.93 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57,031.79 -9,248,945.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38,294.19 -11,174,820.9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8 -1.1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7 -0.03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7 -0.035 不适用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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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家 44.57 116,855,469 0 无 0 

乳山市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 

国有法

人 

3.12 8,190,000 8,190,000 冻结 8,190,000 

乳山市国鑫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7 3,328,748 0 冻结 1,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7 2,534,958 0 无 0 

曾文燕 未知 0.45 1,184,099 0 无 0 

潘杰 未知 0.35 920,230 0 无 0 

戈洪 未知 0.35 915,000 0 无 0 

梁松 未知 0.33 877,407 0 无 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

行－前海开源腾翼精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2 840,000 0 无 0 

吴淑芳 未知 0.25 661,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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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浓缩苹果汁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考验仍不容乐观。就外部环境而言，

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乏力，发达经济体仍呈现总需求不足和长期增长率不高现状，新兴经济体总体

增长率下滑态势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经济疲软导致全球贸易低增长局面未能扭转、大宗商品价格

下滑，浓缩苹果汁作为食品饮料行业的基料，国际市场容量稳定，增长缓慢，据海关出口统计数

据，销售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下滑约 11%。行业内部而言，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生产成本控

制难度较大，但随着国内行业去库存化的有效推进，浓缩苹果汁的供求平衡正在建立，行业局面

趋于缓和。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采取“扩销售、控成本、重研发、谋创新”等多项举措，使得公司主营

业务持续好转，盈利能力同比大幅上升。 

销售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在巩固北美、日本市场的同时，努力扩大中东、澳

大利亚市场，积极拓展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在稳固发展浓缩苹果汁的同时，关注其他技术含量较

高、市场前景较好的新品浓缩果蔬汁，努力推进产品多元化。 

加强成本控制是公司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报

告期内，公司努力调整产能布局，董事会对于生产成本高企、苹果原料资源匮乏区域内的韩城中

鲁果汁有限公司，决定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全部 75%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和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创新发展是企业成长的源动力，公司将研发创新视为持续发展的核心推手，报告期内，公司

获得 “口感好的黄瓜清汁的加工方法”国家发明专利一项；由公司和天津科技大学、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联合申报的《果蔬相温保鲜与高效精深加工技术研发》获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一项；同时，公司乳山研发中心获得“山东省果蔬精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称号。各项技

术发明的不断积累，为公司今后走产品多元化道路以及创新发展积蓄了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多项举措并进，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9,657,031.79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41%。 

公司将继续在充实主营业务的基础上，以研发实力为依托，以战略合作为模式，探索产业链

横向、纵向延伸，研究跨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公司创新发展,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全体股东。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96,016,500.70 425,182,950.93 16.66 

营业成本 395,760,937.34 332,297,575.73 19.10 

销售费用 45,411,144.04 45,242,049.82 0.37 

管理费用 34,931,790.41 30,515,549.19 14.47 

财务费用 7,581,534.76 22,947,730.01 -6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304,778.78 326,484,541.46 34.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5,647.45 -47,813,280.25 81.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819,977.01 -387,085,563.70 -33.00 

研发支出 4,843,033.17 3,581,311.92 35.2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薪酬制度改革，员工工资提高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以及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收到的现金以及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打造适合客户的精准产品，公司本年度加快

了研发新产品速度，增加了研发设备的投入，对研发中试生产线设备、布局进行了改造；同时研

发了多种新产品，并进行了多种饮料浓缩液以及终端饮料的试生产，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

的经济价值，推动产业发展，为公司增收创效 

3.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本着“扩销售、去库存、降成本、压费用”的经营方针，在扩大销售的

同时加快货款回收，减少资金占用,财务费用大幅下降。 

 

3.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饮料制造

业 

491,864,053.32 394,649,403.54 19.76 16.97 19.49 减少 1.70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果汁、香

料及果糖 

491,864,053.32 394,649,403.54 19.76 16.97 19.49 减少 1.70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公司主要行业为饮料制造业，主要产品为果汁、香料及果糖，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6.97%，营

业成本同比上升 19.49%，主要是由于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所致。毛利率同比减少 1.70 个百分点，

主要是单位销价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下降的幅度。 

 



3.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际市场 466,090,702.51 29.21 

国内市场 25,774,710.81 -58.04 

3.3 投资状况分析 

3.3.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无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

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山东鲁菱果汁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1,178.00 美元 25,677.38 23,100.11 175.93 

乳山中诚果汁饮料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2,296.59 16,183.03 2,114.36 -414.85 

青岛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果汁加工仓储等 1,000.00 1,241.20 1,033.02 -7.53 

乳山中鲁生物饲料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饲料 500 721.75 487.83 -28.67 

富平中鲁果蔬汁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2,000.00 5,929.85 5,538.12 393.94 

韩城中鲁果汁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1,000.00 美元 11,041.19 10,344.01 -74.68 

山西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5,000.00 14,971.18 14,175.57 627.35 

万荣中鲁果汁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1,765.00 3,665.18 2,933.51 753.25 

临猗国投中鲁果汁有限责

任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5,000.00 4,552.72 1,688.11 410.91 

中鲁美洲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浓缩果汁 50.00 美元 14,237.86 3,538.21 926.85 

辽宁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1,500.00 4,458.00 2,013.81 137.19 

河北国投中鲁果蔬汁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5,000.00 9,782.02 6,826.02 303.67 

云南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

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4,300.00 4,250.45 3,219.99 -540.77 

中新果业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 生产销售浓缩果汁 25,209.34 17,603.42 12,079.89 -414.64 

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浓缩果汁 11,700.00 11,683.97 11,681.37 -91.28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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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俊喜     

    

2016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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