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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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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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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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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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日 6001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小磊 戴儒哲 

电话 0577-88812155 0577-88812155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矮凳桥92号 浙江省温州市矮凳桥92号 

电子信箱 xxl@dongri.com drz@dongri.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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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328,294.25 1,904,235,878.05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00,899,813.14 1,456,514,965.3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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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2,955.54 63,301,934.20 8.96 

营业收入 207,628,354.66 227,470,824.25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956,405.84 77,243,505.87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994,926.62 64,863,053.05 -3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6 6.64 减少2.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1 -23.8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6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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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从属名

称：温州玻璃钢建材厂） 

国有法

人 

49.29 202,807,800   无   

胡政一 境内自

然人 

0.68 2,813,100   未知   

胡再富 境内自

然人 

0.57 2,331,100   未知   

官金华 境内自

然人 

0.34 1,405,000   未知   

陈学军 境内自

然人 

0.33 1,350,000   未知   

夏名扬 境内自

然人 

0.22 925,600   未知   

曾瑞宜 境内自

然人 

0.22 911,801   未知   

赵仲华 境内自

然人 

0.22 890,351   未知   

吴彩东 境内自

然人 

0.17 715,190   未知   

高仙霞 境内自

然人 

0.17 698,4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大股东之间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立标准、控风险，促改革、提经营，努力提升农批运营平台的核

心竞争力”的总体思路并围绕“并购、外拓、人才”三大战略，积极行动、谨慎应对、团结拼博、

克难攻坚，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经营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195,632.8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150,089.98，比上年同期增加3.05%；实现营业收入20,762.8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7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95.6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9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下属各大市场真抓实干战疫情，全力保障稳供应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公司下属各大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真抓实干战疫情，全力保障稳供应。既要保障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到位，还要协调属地街

道、市监局、商务局、运管局等部门为市场经营户、客商、职工打开“绿色通道”，确保市场交易

及物资的供应，同时，严密做好市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了市场防疫期间供应稳定、价格稳定。 

在市场管理方面，公司始终以“服务客商，便民为主”指导原则，贯彻“首问责任制”，为客

商解难，为发展尽责，做到大事办成、小事办实、急事办妥、难事办好。为公司进一步夯实服务

基础、丰富服务载体。 

（二）积极推进外拓并购战略，加强项目建设管控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农批业务域外发展的步伐。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山西临汾“晋南

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福建福鼎“闽浙现代农贸城项目”、浙江龙游“浙西农副产品中心市场

项目”、黑龙江哈尔滨“中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均已竞得项目土地并逐步进入施工建设阶

段。在各项目落地后，公司均派出专业团队进驻项目现场，跟踪、管控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持续

开展对域外多个市场进行考察调研，为后续其他项目的落地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报告期内公

司新成立西安禾智数融信息技术公司，为公司农批市场“一卡通”电子结算信息化建设搭建了强

大了技术团队。 



（三）实施标准化管理，打造领先的农批市场运营商品牌 

在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方面，配送公司一直走在公司乃至行业前列，先后获得了省科技型企

业的荣誉称号，并完成了省级服务业标准化、鹿城区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在标准化委员会的带领下，再次选取现代农贸城、水果市场两家单位作为推

广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敦促、协助两家单位根据各自市场的特点制定完善符合市场各岗位的

工作白皮书。公司将依托技术优势、资本运营和专业团队，优化市场运营管理机制，完善食品安

全检测标准，逐步形成了具有交易结算、市场管理、质量追溯、大数据分析和供应链金融服务等

功能的大型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运作体系，打造领先的农批市场运营商品牌 

（四）提高职能部室服务水平，强化公司风险管控能力 

公司的运营离不开各职能部室之间的通力合作，公司投资发展（证券）部、财务管理部、行

政服务部、监察室等部室本着分工不分家的宗旨，始终以“服务一线”为原则，为下属各大市场

的日常经营、业务开拓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在食品安全把控方面，公司持续巩固省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率先完善了市场

准入、索证索票等制度，确保食品安全可控、可追溯；同时，联合市场监管局根据舆论对某些重

点品种进行专项检查，增加抽样批次和覆盖面。 

在经营生产安全方面，公司始终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指导方针，推进自查自改工

作，坚决排除隐患。并以密集的宣传、阶段性的培训，不断强化职工、客商安全防范意识，提升

安全处置、自救能力。 

（五）落实食安战略，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市场按照省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的工作要求条款，持续做好市场准入、

索证索票等制度、新客户签订食品安全协议，确保食品安全可控、可追溯。同时，启动食安应急

预案。根据疫情态势，上半年开展使用“蓝光粉”的专项检测，增加抽样批次和覆盖面。自北京

疫情二次爆发后，市场积极组织人员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特别是进口产品要出具报关单

和验检疫证明文件。 

（六）坚持党建引领，促进市场和谐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各市场落实“清廉东日”行动方案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教育工作。

落实党内生活，业务会议上，职工月例会中，做到逢会必讲，推进各岗位人员廉洁自律和优质服

务意识，守好“底线”、不碰“红线”、不越“边线”，全面营造廉洁氛围，按照制定的廉政风险点，

对市场全体职工做好检查、监督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原收入准则”），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时予以确认：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收入的金额及相关成本能

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

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

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

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在衔接规定方

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

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