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737                                                  公司简称：中粮糖业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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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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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579,580,723.81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557,309,561.43元。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5元（含

税）。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38,848,228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67,356,028.50元（含税）。2019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46.13%。 

公司 2019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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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糖业 600737 新疆屯河、中粮屯

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学工 苏  坤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路2号招商银

行大厦20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

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层 

电话 0991-6173332 0991-6173332 

电子信箱 jiangxg@cofco.com sukun@cof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中粮糖业是中粮集团控股国内 A 股上市公司，是中粮集团食糖业务专业化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国内外制糖、食糖进口、港口炼糖、国内食糖销售及贸易、食糖仓储及物流、番茄加工。 

 

（一）食糖业务 

中粮糖业食糖业务在国内外有完善的产业布局,拥有国内外制糖、进口及港口炼糖、国内贸易、

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在国内甘蔗制糖、甜菜制糖领域，公司运营 13 家制糖企业，遍布

于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优势原料主产区，年产糖 70 万吨，是服务“三农”，提升国内糖料

种植、加工能力的积极力量。在海外制糖业务领域，公司运营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Tully 糖业，

年产原糖 30 万吨，是利用国际优势资源保障国内食糖供给的海外桥头堡。在进口及炼糖环节，公

司是我国最大的食糖进口贸易商之一，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的炼糖厂拥有 50 万吨/年炼糖能力，在

辽宁营口的炼糖厂拥有 100 万吨/年炼糖能力，是连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在国

内食糖贸易和仓储物流环节，公司托管运营分布在国内重要交通枢纽和主要食糖消费市场的 22

个食糖仓储库，总计 200 万吨库容；贸销业务年经营量 300 万吨，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20%，是保

障国内食糖供应，促进国内食糖流通的主力军之一。 

公司主要供应产品包括原糖、白砂糖、绵白糖、红糖及糖加工副产品颗粒粕、糖蜜等。 

食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们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其主要原料是甘蔗

和甜菜。中国糖料分布呈“南甘北甜”的布局，甘蔗制糖业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甜菜制糖业集中在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地。从食糖生产结构来看，目前中国甘蔗糖占据主要

的份额，但国内甘蔗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产糖量偏低，不能满足国内食糖的需求，进口食

糖成为国内食糖市场的有益补充。食糖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主要受供求关系、金融、气

候及原料价格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二）番茄业务 

中粮糖业旗下的中粮番茄是目前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番茄加工企业，主要从事大包装番茄

酱的生产及出口业务，构建了从种子、种植、初加工、深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番茄制品全产业

链运营体系；在中国最优良的番茄产区新疆、内蒙等地拥有 28 万亩番茄种植基地和 18 家番茄公

司，在种子研发、种植管理、加工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立足 B2B 大包装出口商

业优势，不断拓展国内番茄制品、保健品等高附加值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番茄制品，致力于

打造成为“全产业链番茄专家”。 



目前公司年产能大包装番茄酱约 30 万吨、小包装番茄制品 2.5 万吨、番茄粉 3000 吨。公司

所生产的大包装番茄酱出口到欧洲、东南亚、日韩、中东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多个知名

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加工番茄种植具有资源稀缺性，全球适合种植的区域集中在美国加州河谷、地中海沿岸、中

国新疆、内蒙，但番茄酱消费区域很广。目前中国番茄大包装业务主要依赖出口，盈利波动大；

中国国内市场的加工番茄制品消费量由于消费习惯，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空间广阔，随着人们

饮食习惯的逐步改变，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增加，番茄制品的消费总量将持续上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124,599,803.56 15,555,000,281.22 3.66 17,102,447,652.37 

营业收入 18,424,834,764.08 17,514,899,049.69 5.20 19,157,209,815.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9,580,723.81 503,802,619.10 15.04 740,090,178.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4,445,133.08 384,532,803.13 25.98 787,838,678.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067,291,583.31 7,328,150,579.21 10.09 7,180,940,499.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72,274,635.62 2,425,016,629.86 -55.78 5,355,363,209.8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38 0.2455 11.53 0.36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38 0.2455 11.53 0.360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50 6.90 增加0.60个百

分点 

10.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816,367,896.06 3,603,689,049.58 5,905,424,493.45 6,099,353,3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925,273.48 98,219,149.60 290,135,356.78 -9,699,05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5,115,944.39 80,003,182.49 331,781,131.02 -102,455,12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38,211.94 2,212,362,995.68 1,084,947,360.97 -2,054,497,509.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7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4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7,749,468 1,085,033,073 50.73 27,749,468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77,636,700 3.63   未

知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61,351,969 2.87   未

知 

  未知 

中泰创展（珠海横琴）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377,071 1.47   未

知 

  未知 

天津农垦宏益联投资

有限公司 

26,595,744 26,595,744 1.24 26,595,744 未

知 

  国有

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17,952,127 17,952,127 0.84 17,952,127 未

知 

  国有

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富兰克林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818,868 0.79   未

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15,960,991 0.75   未

知 

  未知 



托－广荣 2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5,145,300 0.71   未

知 

  未知 

万忠波   11,693,075 0.55   未

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没有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4.25亿元，同比增长 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

亿元，同比增长 15.0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公

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

五、10。 

3.执行修订后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



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则，

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

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详见本附注九，本年度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