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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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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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张俊平 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潘  刚 

董事 赵成霞 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王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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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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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股份 60088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向敏 刘雅男 

电话 0471-3350092 0471-3350092 

办公地址 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电子信箱 qxm@yili.com ytnliuyanan@y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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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38,986,217.33 60,461,267,016.42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81,032,985.75 26,131,025,017.47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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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1,859,265.36 3,765,135,993.4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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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7,344,133,264.53 44,965,134,235.28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35,241,173.65 3,780,531,530.86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5,618,805.82 3,518,686,976.40 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8 13.18 增加0.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2 -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62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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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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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91 722,323,164   未知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8.88 538,535,826   质押 228,000,000 

潘刚 境内自然人 4.73 286,746,628 50,660,000 质押 159,447,76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01 182,421,501   未知   

赵成霞 境内自然人 1.52 92,420,140 8,330,000 质押 62,905,037 

刘春海 境内自然人 1.51 91,638,288 8,330,000 质押 61,345,531 

胡利平 境内自然人 1.31 79,340,536   质押 57,439,12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其他 1.02 62,126,318   未知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59,052,480   未知   

阿布达比投资局 其他 0.77 46,577,32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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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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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伊利 01 163035 
2019年11

月 26 日 

2022年11

月 27 日 
1,000,000,000 3.37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 伊利 S1 163806 
2020 年 6

月 5 日 

2020 年 9

月 3 日 
500,000,000 1.9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年短期公司

债券（第二期） 

20 伊利 S2 163804 
2020 年 6

月 5 日 

2020年11

月 2 日 
500,000,000 1.98 

7、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38   56.5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29   96.40   

8、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紧跟消费趋势，积极把握乳品市场机遇，在坚守“伊利即品质”信条、执行“品

质领先”战略的同时，继续以创新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为突破，深入贯彻“精准营销、精益运营

和精确管理”策略，不断提升运营效率，推动业务稳步增长。 

报告期，公司推进业务快速恢复，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75.28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5.45%；净利润 37.5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9%。 

报告期，尼尔森零研数据显示，公司常温液态奶业务的市场零售额份额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其中，常温酸奶、常温纯牛奶、常温有机液态奶的市场零售额份额比上年同期分

别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0.4 个百分点、4.0 个百分点；低温液态奶业务的市场零售额份额比上

年同期提高了0.3个百分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市场零售额份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低温纯牛奶和奶酪业务发展势头良好，电商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9%，“金

典”“安慕希”“畅轻”“金领冠”“巧乐兹”等重点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6%。 

报告期，公司持续推进国际化业务，东南亚市场开拓进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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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继续应用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等技术，全面提升消费洞察能力和供应链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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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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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