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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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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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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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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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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垦农发 6019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恒 杨帅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24楼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号国睿大厦24楼 

电子信箱 skiad_ltd@163.com skiad_ltd@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569,058,350.45 6,985,417,319.83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53,000,608.22 5,594,099,929.06 -0.7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4,322,270.15 126,968,767.48 -237.30 

营业收入 3,083,168,209.75 2,064,676,403.76 4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4,500,679.16 297,632,957.66 -2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6,420,022.96 234,044,682.54 -2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4 5.60 减少1.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2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22 -22.7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1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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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7.84 934,896,426 934,896,426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国有法

人 

2.45 33,800,000 33,800,000 无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5 14,533,207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一

组合 

其他 0.73 9,999,912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50 6,896,142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0.44 5,999,766 0 无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5,000,050 0 无   

李彤 其他 0.18 2,425,1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竞争

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5 2,000,0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15 2,0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其全资子

公司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江苏农垦

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出资



比例 35%），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持有江苏

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江苏

农垦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资比例 40%）。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突发自然灾害、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等

多项严峻考验，在公司党委、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产业

经营和资本经营“双轮”驱动战略，加速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

入 30.83 亿元，净利润 2.4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夏粮生产再创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夏粮单产、总产均再创历史新高，小麦总产 53.30 万吨，较上年增长 13.31%；

同时，夏粮品质持续保持优异：小麦容度高、色泽好、病粒占比低；入库种子水分、纯度、净度、

发芽率等指标均符合质量标准；啤麦净度、色泽、粒重、发芽率指标等均符合啤酒麦芽质量要求。 

（二）产业经营克难争进 

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粮价下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产业经营遭受冲击明显，

龙头企业经营业绩也面临不同程度的严峻考验。公司充分研判市场形势、主动作为应对困难，子

公司克难攻坚、竞进求质，其中：①大华种业突出品种开发、质量管控和市场营销。水稻自主品

种及杂交玉米品种销量大幅提升，华粳 5 号等多个品种进入地方良补供种，自主玉米品种苏玉 34

通过河南省引种备案；②苏垦米业秉持“好品质+优栽培+严管控=好大米”的企业运营和品牌营销

理念，突出提品质、创名牌、拓市场。质量控制体系及稻米质量追溯系统不断优化升级；调优营

销策略，民用粮坚持商超渠道，创新销售模式，开设直营店并全面推进电商销售业务，与京东、

盒马鲜生等线上平台深度合作，发力拓展高端大米市场，有机产品销售实现突破；企业用粮方面

与百威集团、洋河股份、五粮液等大型优质客户保持稳定合作，并新开拓娃哈哈企业客户； ③苏

垦农服以全农服务为中心，突出重保障、强拓展、优服务。采购端持续打通大型供应商渠道，与



联合惠农、贵州瓮福、广西田园等农资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保障农资供应；销售端因地制宜、

精准发力，不断拓展营销网络，扩大社会化服务辐射范围。持续完善“农资+农技+农机+农产品+

农业金融”的战略体系，提升服务水平，覆盖面积达 325 万亩；④金太阳粮油突出市场开拓和市

场营销，加强产品研发和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逐步对接公司已有营销网络，产业链协同效应初

步显现；⑤ 苏垦园艺继续深挖市场，探索“线上+线下”新零售模式，持续优化公司园艺花卉业

务体系。 

（三）现代农业建设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把握“增产、提质、降本、增效”

的核心要求，现代农业建设扎实推进。一是农业一体化管控增强。统筹调优品种布局，优质水稻

种植面积持续增长，截至 2019 年夏播，公司优质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58.6 万亩，“五统一”模式下

的公司协同管控力不断增强。二是农产品质控体系持续加强。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持续

优化，打造一体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质控管理系统，同时加强配套制度与系统建设，狠抓落实

体系高效运行，确保食品绝对安全。三是农业科技支撑继续强化。重点推广合理搭配品种结构以

及水稻旱整机插、小麦浸种催芽等适用技术，加强高效缓释肥和机械侧深施肥技术推广力度，提

高肥料利用率；提高绿色防控技术能力，降低农药使用量，提升绿色高效农业发展水平。四是绿

色高产示范取得突破。公司 10 家分公司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全部通过农业农村部验

收，面积达 50.77 万亩。同时，公司 7 家分公司参加省部级小麦绿色优质高效模式提升活动，并

全部通过实产验收，其中新洋分公司“华麦 5号”攻关田亩产创江苏省小麦高产攻关新纪录。 

（四）科研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高度重视科技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持续加大平台建设、研发投入

和对外合作。一是科研平台建设显著加速。上半年，公司在原有“五院一所”科研平台基础上，

开展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及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中德示范园第五届“田间日”，与丰疆智能共建

“苏垦农发智慧农业科技园”，与江南大学共建农产品精深加工研究所取得积极进展，公司科研平

台建设已初步进入多层次立体化快速发展阶段。二是科研成果取得新进步。上半年，1 个水稻新

品种及 2 个小麦新品种取得植物新品种证书，1个杂交玉米品种通过江苏省审定、1个小麦品种完

成生产试验、“江苏农垦稻麦周年亩产 1200 公斤优质高效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报农业农村部终

审、立项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重大研发计划 1 项，4 项新技术项目通过省级评审、获得实用新型

专利 1 项、农产品质量控制系统软件著作权 1项，立项在研项目 70 余项，与江南大学及扬州大学

联合申报研究项目取得多项成果，目前多项研究已完成结项，陆续进入产业化试生产、市场化开

发阶段，为丰富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打下较好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