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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0                           证券简称：顺鑫农业                           公告编号：2019-018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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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安元芝 张骁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顺鑫国

际商务中心 12 层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顺鑫国

际商务中心 13 层 

电话 （010）69420860 （010）69420860 

电子信箱 ayz001@sina.com zhangxiaoyong@shunxinholding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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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416,038,682.73 7,232,575,161.31 7,232,575,161.31 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8,028,259.03 481,321,672.81 481,321,672.81 3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9,436,277.40 483,403,972.98 483,403,972.98 3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003,328.91 1,483,672,459.96 1,483,672,459.96 -11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36 0.8436 0.6489 3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36 0.8436 0.6489 3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8% 6.58% 6.58% 1.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172,871,786.78 19,850,831,298.43 19,850,831,298.43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71,536,353.42 7,709,096,593.19 7,709,096,593.19 -5.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0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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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5% 285,209,6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6% 33,093,66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6% 29,340,117    

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禾

投资－掘金 5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21% 16,396,931    

浙江义乌市檀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正心谷价值中国精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11,350,42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1.43% 10,618,8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6% 10,093,72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31% 9,681,17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

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9,011,24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134,3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禾投资－掘

金 5 号私募投资基金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14,373,778 股，普通账户持股数

量为 2,023,153 股；股东浙江义乌市檀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正心谷价值中国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11,350,428

股，普通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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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5 顺鑫 01 112245 2020 年 05 月 12 日 97,000 5.9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15 顺鑫 02 112289 2020 年 10 月 25 日 9,278.08 4.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84% 61.07% 2.7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87 7.91 -13.1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白酒产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6月份，我国白酒产量（折65度）约397.6万千升，累计增长2.2%，我国白酒行业由整

体量价齐升阶段过渡到结构性增长阶段。具体来看：高端酒方面，市场集中度高，进入壁垒高，竞争格局较稳固，销量占比

仍在提升通道。次高端酒方面，受益于高端酒价格不断提升、新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次高端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低端

酒方面，竞争相对宽松，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抗周期能力强，随着大众消费升级的持续进行，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品质以

及性价比，同时地方名酒企业持续结构升级下加速让出低端酒市场，在品牌推广、渠道铺设、产品品质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的酒企，将获更大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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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白酒紧紧围绕“四·五”战略部署，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营销机制创新，强化终端建设管理，着力提升营销

队伍素质，稳步推进泛全国化市场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白酒产业实现销售收入66.58亿元，同比增长15.31%。 

加速“三大转变”，推动市场营销升级。2019年，公司加速“深分销、调结构、树样板”三大转变：一是通过“深分销”，实

现从全国化扩张向市场纵深发展转变；二是通过“调结构”，实现从大单品一枝独秀到明星产品多头并进转变；三是通过“树

样板”，从深耕北京到同步打造外埠样板市场转变。狠抓渠道建设，以战略单品为基础，继续调整产品结构，增强品牌竞争

力，稳步推进泛全国化市场布局，外埠市场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线上线下并行，广泛布局终端市场。公司积极推进营销机制创新，在线下布局推广的同时，大力推进产品线上营销，借

助电商完整的物流体系和庞大的用户群体优势，改善顾客购买体验，增加销售量。进一步加强与“京东”、“天猫”、“苏宁”合

作。 

推进科研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坚持把科技研发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上半年牛栏山酒厂设立的双院

士工作站，将依托技术优势，开展微生物、风味等方面的研究，不仅为牛栏山酒厂产品优化和品控能力提升提供了科研支持，

也为酒厂技术创新体系升级、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供了保障。 

（二）猪肉产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6月份，我国生猪存栏34,761万头，同比下降15%；出栏31,346万头，同比下降6.2%；

猪肉产量2470万吨，同比下降5.5%；猪肉价格上涨7.7%，生肉销售均价14.72元/公斤，比去年同期上涨8.88%。受非洲猪瘟

疫情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持续下降，市场供给阶段性趋紧；同时非洲猪瘟疫情的常态化将加快

散养户退出速度。 

报告期内，公司猪肉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4.77亿元（其中屠宰业务销售收入14.31亿元，种畜养殖业销售收入0.46亿元），

同比增长13.97%。 

生猪养殖产业优化存量管理，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公司通过梳理生猪养殖板块存量资源的优势和条件，对各畜牧场实行

了封场管理，加大了对人流、车流、物流、猪流、生物媒介流、饲料流、污物流等七流的消毒管控措施，严防死守，不断升

级畜牧场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陕西顺鑫种猪选育有限公司稳步推进“种猪选育—生猪养殖-屠宰加

工—品牌猪肉销售”全产业链一体化，距离实现公司生猪品牌产品在西北地区自产自销的产业格局更进一步。 

生鲜产业战略调整，合理布局。为应对市场严峻形势，公司迅速进行战略调整，保障了货源的稳定、保住了市场占有率、

保证了北京市场的稳定供应；同时，公司圆满完成了一带一路、世园会、亚洲文明对话等重大会议活动的保障供应任务。 

熟食产业各项工作稳步进展。公司对熟食销售现有市场进行了整合与深度开发，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高熟食产品销

量，重点开发北京餐饮连锁渠道以及外埠经销商网络；在网络销售方面，加强与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合作。 

（三）其他产业 

报告期内，房地产行业调控持续深化，不同地区政策和市场分化特征明显，公司房地产业务加快销售进度，但短期内整

体依然呈现业绩承压态势。目前，公司主要在售项目有：北京颐和天璟项目（1期）、海南富海家园项目和包头的望潮苑项

目，公司严格管控项目成本和进度，加强广告宣传和渠道拓展力度，着力推进库存去化。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不包括北京顺鑫创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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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李颖林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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