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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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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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实现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205.69万元，截止2020年12

月31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可供分配的利润为7,541.81万元，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2,788.16

万元。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如下：公司拟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

1,497,557,4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05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

约748.78万元，占2020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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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股份 60042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娜 张希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瀛昌街8号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瀛昌街8号 

电话 010-56306096 010-56306020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anyuan.com.cn zhengquanbu@sanyuan.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经营范围  



公司属于乳制品制造行业，主要业务涉及加工乳制品、冷食冷饮、饮料、食品；公司旗下拥

有液体乳、发酵乳、乳饮料、奶粉、奶酪、冰淇淋、植物涂抹酱等几大产品系列。 

2、经营模式  

（1）经营模式：公司根据产品品类与区域、以事业部加控股子公司的模式，构建了常温奶、

低温奶、奶粉、特殊渠道、送奶到户和电商六大事业部及核心控股子公司。 

（2）生产模式：根据事业部产品特点及销售区域划分各加工厂，使生产和销售有序结合，便

于成本控制、产销协调以及对市场进行快速反应。在公司总部的统筹和管理下，各职能部门为产、

供、销等运营活动提供服务。冰淇淋业务由控股子公司艾莱发喜生产经营，植物涂抹酱业务由控

股子公司 St Hubert 生产经营，高端有机奶业务由控股子公司加拿大 Avalon 生产经营。2020 年度，

公司实际产能为 66 万吨。 

（3）物流配送模式：公司通过与优质的第三方物流合作，确保公司所属各加工厂的新鲜产品

安全、及时、准确到达客户端，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尤其是占公司产品结构中很大部分的低温

冷藏产品，保证从工厂到客户各流通环节低温冷链配送。公司利用车辆温度监控等现代化信息设

备，为物流管理及质量管理提供有效支持，确保产品安全，符合产品需求。 

（4）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用直营、经销商和电子商务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销售渠道遍布全

国各省市。 

（5）采购模式：公司加强管理，采用大宗物料集中采购模式，并使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方式强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6）海外业务：境外公司以股东会、董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主，由股东委派董事进行监督，

日常管理以当地管理团队为核心，并约定权利义务以及职责权限，既保证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

管理，又授权管理层充分的权利进行日常经营，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营和市场发展。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与周期性特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来，乳制品行业危机与希望并存。受多方经济环境因素及品

类内部因素影响，整体增长放缓；但多数品类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在大健

康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优质的高蛋白质食品需求旺盛，预计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

迎来第二个乳制品行业黄金高峰期。乳制品上游具有一定周期性，销售终端竞争性较强。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尼尔森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度液态奶行业整体销售下降，公司液态奶业务在全国

市场降幅低于行业降幅，且在核心市场北京逆势实现正增长，液态奶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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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475,395.64 13,387,783,922.24 -0.11 13,475,431,338.26 

营业收入 7,353,344,572.09 8,150,710,056.90 -9.78 7,455,843,969.76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7,287,898,201.24 8,077,511,610.32 -9.78 7,284,839,950.00 



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056,881.41 134,341,021.13 -83.58 180,353,547.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806,756.83 49,974,823.02 -137.63 124,210,407.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62,047,398.13 5,016,306,222.66 -1.08 4,965,757,643.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0,844,801.60 365,908,420.01 56.01 870,919,576.5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5 0.090 -83.33 0.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5 0.090 -83.33 0.1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0.44 2.69 减少2.25个百

分点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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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740,599.81 1,886,158,422.26 2,016,736,652.83 1,932,708,89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8,778,262.77 17,476,821.40 54,833,568.00 68,524,7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7,958,794.02 9,813,435.65 49,109,088.54 40,229,51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1,818,329.56 91,322,326.93 292,612,770.75 348,728,0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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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1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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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535,908,935 35.79   无   国有

法人 

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 

LIMITED 

  283,142,849 18.91   无   境外

法人 

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49,617,151 16.67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6,661,562 3.78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5,487,045 24,433,314 1.63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5,116,200 1.01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垦国邦（天津）有限

公司 

2,600,000 6,180,000 0.41   未知   国有

法人 

郭彦超 2,500,000 6,000,000 0.4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

公司 

  5,009,724 0.33   未知   国有

法人 

王锦萍 480,000 3,730,000 0.25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北京企业（食品）有限公司（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 

LIMITED）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首农食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北京企业（食

品）有限公司与首农食品集团为一致行动人。上海复星创

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复星创泓”）

及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平闰投资”）受同

一主体控制，因此复星创泓与平闰投资为一致行动人。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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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以“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作为工作重点。面对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日益激烈

的竞争格局和自身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内在要求，公司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内

生增长动力，提升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上下齐心协力、积极应

对，一方面努力做好疫情防控，另一方面积极抓好市场保供。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艾莱发喜、

送奶到户事业部、外埠、学生奶、餐饮等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下半年，公司采取积极的销售策

略，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4.2%、12.9%（同口径）。2020 年公司总体实现营业收入

73.53 亿元，同比下降 9.78%（其中，公司 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影响 8.35%）。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如下： 

1、抗疫保供，彰显民族乳企使命担当 

面对突发疫情，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抗疫情、稳经营”双线战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抓好保障供应，保障乳制品价格不涨、质量不降、供应不断。按照协议全力收购合格的生鲜乳，

做到了“应收尽收”，避免“倒奶事件”发生，保障牧场的根本利益。公司在北京、河北等地的全

部工厂，春节无停休，精心组织生产，保障乳品供应，确保“不断奶”。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驰

援一线医护人员，提供营养补给，向武汉雷神山医院、援鄂北京医疗队、北京收治新冠患者的定

点医院、急救中心及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送去乳制品，与国人一起众志成城共同抗击疫情。同时，

公司对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共克时艰。面对年初全国、年中北京新发地

以及年底北京顺义疫情对公司的特殊影响，公司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员工、产品安全，

保证市场供给。 

2、持续提升产品力及品牌力、加大市场营销 



公司围绕产品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依托优质奶源和更

强的鲜奶加工工艺，大力推广 72℃杀菌鲜牛乳；以“新鲜”战略为引领，扩大鲜奶领“鲜”优势。扩

大品牌影响力，赋能品牌年轻化，增强消费者对三元品牌的信赖感。升级营销模式进行产品跨界

和平台跨界，与中国国家登山队合作，成为其营养乳制品供应方及官方合作伙伴，助力市场份额

提升。根据 2020 年 12 月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发布的 2019 年度《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口碑研究

报告》，三元奶粉再次荣膺国产婴幼儿奶粉口碑榜首，连续十次获得最佳口碑评价。核心品牌持续

强化，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2020 年“三元”品牌价值 328.26 亿元，

同比提升 31%。 

3、持续科技创新及产品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母乳研究技术创新中心”

“母乳益生菌研究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国际化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围绕母婴营养与健康，抓住肠

道微生态、母乳成分等研究热点和大健康的市场需求，凝聚跨领域团队与技术优势，依托项目开

展产品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申报并成功获批国家自然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项目 6 个，新增授

权发明专利 1 项，研发、升级 72℃杀菌鲜牛乳、八喜 0 蔗糖冰淇淋、爱力优高端婴配粉等共 31

个上市产品。 

4、进一步提升渠道运营质量 

公司深耕渠道运营，根据市场形势调整销售策略与产品结构，在保障线下供货的同时推动渠

道下沉。送奶到户事业部全力保证市场供应，通过《向前一步》栏目报道，让更多人了解送奶背

后的安全保障措施及公司的国企担当。电商事业部充分借力疫情下消费方式转变契机，开发社区

电商、生鲜电商等；同时凭借以直播、IP 运营为主的场景化运营，利用强交互场景、网红 IP 精

准投放，增加与 TOP 主播以及抖音明星合作，销售收入、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为电商全国化

布局奠定基础。2020 年，公司在北京的市场份额已提升至首位，并持续呈现良好表现。 

5、持续加强投后管理，发挥资本运作价值  

面对欧洲市场不景气，尤其是欧洲疫情期间，法国 St Hubert 子公司积极应对，采取加大广告

宣传推广等措施，在法国占有 40%、意大利占有 70%的市场份额，始终处于市场领先地位。收购

后，公司推动 St Hubert 积极拓展法国、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市场，并拓宽产品品类。St. Hubert 于

2019 年初在国内设立子公司，并推出创新植物蛋白品类的法式燕麦饮，以健康营养的配方和特色

法式口感获得广泛好评。国外疫情期间，加拿大 avlon 子公司积极采取各类防控措施。在加拿大

联邦疾病控制中心、联邦食品检验管理局、劳工保护局针对疫情的联合现场官方检查中，检查组

认为 Avalon 是加拿大联邦级别（加拿大食品工厂的最高级别）的食品工厂，作为防疫抗疫工作的

典范和样本。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完成对 HCo Lux S.à.r.l 公司增资 800 万欧元、完成收购艾

莱发喜 5%股权等事宜，进一步发挥资本运作价值。 

6、激发党建活力，强化党建引领  

报告期内，公司抓实党组织作用发挥，党建进一步融入中心发挥作用，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政治建设，主动担当作为，启用专项党费，抓好疫情防控，助力企业稳产保供；加强思想建

设，学习贯彻好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组织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开展专项

检查，持续构筑反腐倡廉防线；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群团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

企业凝聚力；为十四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为夺取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双胜利提供强有力的政治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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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

司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

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

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

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将原计入销售费用

的经销商奖励、市场助销投入抵减营业收入。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

合同资产。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 

根据准则的衔接规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

编制，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0年 1月 1日影响金额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乳制

品相关的预收款项、待付市场助销投入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26,728,687.32 

合同负债 336,754,087.44 

其他应付款 -247,067,406.71 

其他流动负债 37,042,006.5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2 月 31日影响金额 

预收款项 -108,540,364.90 

合同负债 317,802,623.79 

其他应付款 -244,216,038.76 

其他流动负债 34,953,779.87 

（续）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2020年度影响金额 

营业收入 -680,511,360.05 



营业成本 433,383,425.31 

销售费用 -1,113,894,785.36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

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③财政部于 2020年 6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2020]10号），可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公司对于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发生的房屋及建筑物等类别租赁的相关租金减免让，采用了该会

计处理规定中的简化方法（参见附注五、42、（3）），在减免期间，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

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3,168,451.81 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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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共有 16 户二级子公司、4 户三级子公司、2 户四级子公司以及 3户五级及以

下子公司。本年注销 1 户五级及以下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附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