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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8-03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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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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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农发展 股票代码 0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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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杰 曾丽梅 

办公地址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电话 0599-7951250 0599-7951250 

电子信箱 snljj@sunnercn.com snzlm@sunnercn.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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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及执行相关会计准则的影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069,938,319.03 4,327,161,181.66 4,875,182,609.06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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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006,015.12 17,875,618.34 110,099,658.11 20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4,295,341.66 -30,197,039.69 -21,503,442.36 1,51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2,998,766.07 385,101,269.22 566,605,637.52 8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03 0.0161 0.0897 20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03 0.0161 0.0897 20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2% 0.31% 1.75% 上升 3.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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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8,926,610.13 13,202,135,268.13 13,202,135,268.13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83,214,393.82 6,248,154,522.80 6,248,154,522.80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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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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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71% 566,619,594  质押 109,550,000 

KKR Poultry Investment S.à 

r.l. 
境外法人 16.14% 200,000,000    

傅长玉 境内自然人 2.65% 32,813,5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 31,199,951    

苏晓明 境内自然人 1.56% 19,373,611    

#许自作 境内自然人 1.07% 13,290,75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1% 11,291,554    

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1,135,073    

傅芬芳 境内自然人 0.87% 10,798,940    

苏明丽 境内自然人 0.70% 8,620,4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和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傅芬芳女士分别持有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50%

和 12.50%的股权；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傅芬芳女士持有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85%股权；傅光明先生与傅长玉女士系配偶关系，傅芬

芳女士系傅光明先生和傅长玉女士之女；傅光明先生、傅长玉女士及傅芬

芳女士三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许自作所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79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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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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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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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截至报告期末和上年末（或报告期和上年相同期间）公司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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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比率 47.37% 47.15% 0.22% 

资产负债率 47.01% 50.45% -3.44% 

速动比率 18.83% 17.6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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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5.43 47.7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1、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同比增幅 47.70%，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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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行业情况概述 

2018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形势紧张，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未得到有效缓和，反观白羽肉鸡产业链整体呈现复

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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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8年以来，白羽肉鸡祖代数量、父母代在产量持续维持历史较低水平，且后补乏力。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统计，

上半年祖代鸡引种量不足30万套，全国商品代雏鸡产销量同比下降32.37%，行业供给短缺明显。白羽肉鸡供给的持续减少

推动鸡肉产品价格回升，自2017年低以来，鸡肉价格呈现整体上升态势，尤其是进入二季度以来，鸡肉价格涨幅明显且稳定，

行业景气向上的通道已经打开。 

（二）公司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提出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调整方案，并深入推进调整方案的实施。上半年，

公司管理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同时，生产经营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部分关键生产指标提升明显，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鸡肉均价较上年同期上升明显 ，且公司不断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33,500.60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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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子公司浦城圣农投资设立了福建圣农食品（浦城）有限公司和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 

子公司浦城圣农出资 800 万元投资设立了福建圣农食品（浦城）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福建圣农食品（浦城）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食用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子公司浦城圣农出资 150 万元投资设立了中圣生物科技（浦城）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中圣生物科技（浦城）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宠物饲料原料、水产功能性原料、复配特种水产诱食料加工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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