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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2                     证券简称：吉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0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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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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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峰科技 股票代码 3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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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元兴 刘桂岑 

办公地址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部园区港

通北二路 219 号 

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部园区港

通北二路 219 号 

电话 028-67518546 028-67518546 

电子信箱 yangyx@gifore.com liugc@gifor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74,570,520.19 1,361,744,410.34 -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48,535.08 2,195,159.06 -1,83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014,410.19 -7,209,523.50 1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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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16,332.56 2,100,101.78 79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058 -1,82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1 0.0058 -1,82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7% 1.07% -20.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15,766,810.78 1,895,870,012.32 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342,194.96 216,463,317.88 -14.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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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明 境内自然人 13.13% 49,932,824 37,449,618 质押 47,049,800 

王红艳 境内自然人 8.64% 32,838,000    

成都力鼎银科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 13,306,803    

西藏山南神宇创

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11,232,000  质押 10,600,000 

王海名 境内自然人 1.44% 5,484,900  质押 1,000,000 

王宇红 境内自然人 1.15% 4,374,434    

#金朝阳 境内自然人 0.94% 3,584,800    

潘宁娜 境内自然人 0.63% 2,397,100    

#葛藤蔓 境内自然人 0.56% 2,140,200    

邹爱华 境内自然人 0.50% 1,884,5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王新明、王红艳夫妇为一致行动人；2、王新明先生持有西藏山南神宇创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的表决权，王新明先生与西藏山南神宇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股东关系；王海名先生为王新明先生之弟，王海名先生与王新

明先生构成关联股东关系；3、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和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金朝阳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84,800 股，为境内自然人，实际合计持有 3,584,800 股；葛藤蔓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40,200 股，为境内自然人，实际合计持

有 2,140,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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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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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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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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机市场仍处于调整期，传统产品如拖拉机和粮食收获机呈下滑态势，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下滑，整

体数量减少，但高功率、大型化产品需求上升。虽然传统主流农机产品市场下行，但市场上还是有些小众农机产品逐渐启动

并快速成长，例如棉花加工机具、畜牧机具、其他农林牧渔业机具等是新的增长点。公司在行业新常态竞争格局中不断组合

品牌、下沉渠道，贴近用户，以求保持稳中有进，主营业务相对平稳。 

从经营结果看，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74,570,520.1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09%；营业成本为893,024,479.72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3.74%；实现营业利润为-25,369,037.3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3.72%；公司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17.19%，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83.77%，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2.83%。利润总额为-25,751,086.8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38,048,535.0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33.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184,342,194.96元，较期初

下降14.8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管理情况如下： 

1、推动采购模式转变。强化战略品牌引进，由公司总部牵头与主流厂家进行商务政策谈判，签订总对总协议，采销管理部

管理各区域产品采购，规范采购流程，降低采购成本。 

2、大力发展乡镇级加盟店建设。合理匹配自营渠道与加盟渠道，减少销售网络中间环节，上半年公司着力发展乡镇级加盟

店，对各加盟店提供合适的产品资源，并培训其维修服务能力，为使公司的产品与服务离终端客户更近、更快，公司将持续

加大乡镇级加盟店建设力度。 

3、特色农机项目继续取得突破。一方面公司总部牵头，各区域省级公司配合组建蔬菜、水果、畜牧特色机具销售团队，参

与各区域特色农机项目，在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领域持续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各省区域公司自行组建特色机

具经销部门，开展多种特色机具演示推广活动，加大与经济作物种植合作社及农业公司的交流合作。 

4、继续强化董监治理工作。总部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精简行政管理人员，不断扩大业务支持力度，通过董监治理模式强

化总部业务支持能力向区域的输出。 

5、加大应收款项管理。公司上半年针对应收账款管理在实践中的问题，加大后台与业务部门的沟通，整合审计、财务、法

务成立专门部门，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收管理。 

6、优化财务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公司近期不断优化财务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和财务领域人才队伍，在人员优化的基础

上，对部分区域公司进行财务集中统一核算，以求提升效率并降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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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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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 

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2019年6月30日受影响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项目：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8,940.00              

2,018,940.00  

       2,018,940.00           2,018,940.00  

流动资产合计     1,557,606,758.34       2,018,940.00      1,559,625,698.34      707,375,780.56       2,018,940.00      709,394,720.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218,940.00  

   -4,218,940.00    -              

2,918,940.00  

   -2,918,940.00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2,200,000.00              

2,2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8,263,253.98     -2,018,940.00          336,244,313.98      594,953,403.61     -2,018,940.00      592,934,463.61  

2019年半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上年同期项目： 

受影响的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管理费用 43,202,529.81 -941,010.16 42,261,519.65       

研发费用   941,010.16 941,010.16       

资产减值损失 3,544,168.06 -3,767,672.91 -223,504.85 22,206.32 -22,206.32  

信用减值损失  3,767,672.91 3,767,672.91  22,206.32 22,2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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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例

（%）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比例 

湛江市吉康汽车有

限公司 

700,000.00 53.44 转让 2月21日 股东会决议、股权

转让协议 

19,683.71 0 

眉山吉峰宇浩车辆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776,470.59 70.60 转让 2月27日 股东会决议、股权

转让协议 

-115,478.07 0 

河池亿保田农机有

限公司 

1.00 90 转让 4月15日 股东会决议、股权

转让协议 

1.00 10% 

广安吉峰车辆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注1 

1,500,000.00 100 转让 4月1日 股东会决议、股权

转让协议 

- 0 

合计 2,976,471.59     -95,793.36  

注1：本期处置的广安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包含其广安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城南分公司。 

2）本期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级次 表决权比

例% 

持股 

比例% 

注销日 注销日净资产 

1 凉山吉峰车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4 92.5 84.28 4月18日  2,621,216.60  

2 昌都地区吉峰农机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3 100 92.25 3月7日  794,5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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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吉峰聚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和50万元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杭州市萧山区聚力

农机服务中心和杭州市萧山区智能农机技术培训中心，浙江吉峰聚力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对这两家非企业单位持股比例为

100%，根据萧民（社）许准字（2019）第110号杭州市萧山区智能农机技术培训中心已注销。根据章程，经费收益只能用于

规定范围和事业发展，盈余不得分红，故本集团未将杭州市萧山区聚力农机服务中心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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