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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3                证券简称：ST 天山                公告编号：2022-057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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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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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山 股票代码 3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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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蕊  

电话 0994-6566618  

办公地址 新疆昌吉市宁边西路 262 号  

电子信箱 tsxmgs@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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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027,767.83 40,638,020.74 -2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11,071.53 -10,321,114.82 -1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12,191,840.74 -42,945,653.51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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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6,813.41 -9,083,387.26 73.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4 -0.0330 -1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4 -0.0330 -1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5% -6.89%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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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130,697.58 842,790,652.79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978,933.36 104,129,406.24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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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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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湖州皓辉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1% 69,211,312 13,131,312 质押 26,350,000 

陈德宏 境内自然人 11.91% 37,279,083 37,279,083 
质押 36,509,768 

冻结 37,279,083 

新疆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5% 33,025,998 0   

芜湖华融渝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4.36% 13,631,462 13,631,462 冻结 13,631,462 

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2% 11,335,123 11,335,123 冻结 11,335,123 

刘柏权 境内自然人 2.69% 8,424,690 8,424,390 冻结 8,424,390 

华中（天津）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6,705,800 6,705,800 冻结 6,705,800 

武汉泰德鑫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6,088,524 6,088,524 冻结 6,088,524 

巫阳新 境内自然人 1.22% 3,808,800 0   

烟台汉富满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3,676,586 3,676,586 冻结 3,676,5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中（天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湖州皓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芜湖华融渝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华融天泽投

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华融资产，除上述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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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无法对大象广告实施控制 

公司重组标的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德宏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自重组交割完成，作为大

象广告 96.21%的股东，公司努力实施控制措施，但因陈德宏等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及故意隐瞒和阻碍行为，导致公司

管控措施受阻，公司虽持有大象广告公司半数以上股份，但无法切实行使表决权，也无法主导大象广告公司的经营活动，

不拥有对大象广告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未将大象广告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控股股东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湖州皓辉持有公司股份 69,211,3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1%。其所持股份累计

被质押 26,3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38.07%，占公司总股本 8.42%。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陈德宏股份累计被质押、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陈德宏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7,279,0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1%。陈德宏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

被质押 36,509,768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97.94%，占公司总股本 11.67%。陈德宏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

结的数量为 37,279,083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 11.91%。陈德宏所持本公司股份先后被北京

海淀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昌吉

回族自治州公安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持股 5%以上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权益变动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总站（以下简称“畜牧总站”）决定将其持有的公司 33,025,99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55%）无偿划转至新疆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畜牧业集团”），本次无偿划转已取得新疆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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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厅、国资委的批准，该事项已经畜牧总站和畜牧业集团内部决策通过，股权划转双方已签署《国有股权无偿

划转协议》。本次无偿划转后，畜牧业集团持有公司 33,025,99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5%。2022 年 4 月 7 日，划

转双方已办理完成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2022 年 4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农牧科技生产环境发生变化 

2021 年 3 月，公司收到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农场管理局为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制定的《地下水水位下降治理方

案》，治理期间为 2021—2025 年。3 月 30 日，公司收到呼图壁县农场管理局制定的详细的水量分配方案，2021 年底，

非基本农田范围内的耕地一律不予配水，已核准配置地下水的地块，不得超面积种植；对未配置地下水的地块及农场实

行休耕。农牧科技属于本次专项治理范围。2021 年至 2025 年，农牧科技可种植面积降至 4360.81 亩。受此影响，可能导

致公司农业开发用地出现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经独立第三方评估判断，公司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末计提减值准备

2,869 万元。2021 年 5 月，政府对 2021 年水量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整，最后核定 2021 年度农牧科技 2021 年可种植面积合

计为 30,049.50 亩。2021 年末，政府确定 2022 年水量分配方案，核定 2022 年度农牧科技可种植面积合计为 23,940 亩。

上述调整政策未明确后续治理期间的可种植面积，因此未来年度的种植面积仍具有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3 月 31 日、4 月 27 日、5 月 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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