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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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中可能面对的风险因素及对策方面的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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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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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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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946,915,12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761,118.04元（含税）。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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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盛集团 6001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柯荫 刘 彬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5

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5

楼 

电话 0931-8857057 0931-8857057 

电子信箱 ysjtdshbgs@163.com ysjtdshbgs@163.com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亚盛集团 600108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柯荫 刘 彬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5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

路21号15楼 

电话 0931-8857057 0931-8857057 

电子信箱 ysjtdshbgs@163.com ysjtdshbgs@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说明  

公司是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研发、农资服务、商贸流通为一体的大型现代

农业企业集团。主要生产经营啤酒花、优质牧草、马铃薯、玉米、果品、食葵、辣椒、香辛料等

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农业滴灌设备等工业产品。  

（二）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以现代农业为主线，建立了“集团母公司--专业子公司--基地分公司”纵向一体化管理 体

制。集团母公司整体谋划产业发展，专业子公司进行产业龙头带动，基地分公司负责优质农产品

种植。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属农业行业，拥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资源，核心竞争力是大基地和科技支撑，优势是标准

化、绿色化生产全覆盖。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司正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从产业的角度看，公司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优势明显，拥有大量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 已

经建成了完整的组织、管理、经营体系，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条件和突出优势，是一个很好

的现代农业产业集团。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着耕地资源的减少，农业从业人员的短缺，土地产

出率、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各方面挑战，但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农业机械

化、规模化、科技化将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公司具有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支撑和组织优

势将日益显现，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 

（四）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从农业发展趋势来看，一是农业科技化和信息化将不断加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现代

高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普及，必将使农业产业走向科技化和信息化。二是休闲农业和绿色有机安全



农业将成为主流，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和食品要求也随之提高，

农产品全程质量追溯体系成为必然，将促使农业向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发展。三是伴随农业劳动

力结构的变化和农业基础资源的约束，农业将向规模化、集团化的公司制经营发展。四是农业发

展的趋势是公司推进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的关键，也是公司提升市场竞争力的主要路径。 

（五）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拥有大量土地资源储备的农业类上市公司。本公司集中全力聚焦现代农业，以优势产

业、优质产品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打破区域界限，实行

资产优化重组和产业化经营。通过高边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通过不断优化产业

布局、完善标准化种植、引进新品种等措施、采用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管理的方式，不断提

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大力发展特色优质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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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5,653,278.75 8,559,366,241.98 2.64 8,040,965,974.53 

营业收入 2,731,512,697.38 2,507,509,619.55 8.93 2,066,341,67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611,761.47 84,732,132.62 -4.86 97,889,85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974,292.72 62,455,991.52 -63.22 80,731,70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870,959,288.39 4,758,645,642.06 2.36 4,714,666,59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603,226.61 165,550,862.61 -148.08 -16,453,61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0414 0.0435 -4.83 0.05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0414 0.0435 -4.83 0.0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68 1.78 减少0.1个百分点 2.0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11,671,800.78 599,134,764.66 466,442,253.65 1,154,263,87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93,577.12 18,995,648.97 4,452,327.10 28,170,20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336,311.11 16,011,302.06 162,002.71 -20,535,32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8,087.05 -21,054,470.56 -122,732,864.75 53,786,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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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3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8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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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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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303,121,313 15.5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175,371,852 9.0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44,786,530 2.30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能顺 4,420,772 28,195,896 1.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3,578,400 0.70 0 无 0 国有法人 

衷友良 1,550,000 9,000,0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庞寅  7,593,4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文江 -2,858,200 7,145,251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0 6,000,000 0.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荣 0 5,963,098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一致行

动人，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余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3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8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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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303,121,313 15.5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175,371,852 9.0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44,786,530 2.30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能顺 4,420,772 28,195,896 1.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3,578,400 0.70 0  无 0 国有法人 

衷友良 1,550,000 9,000,0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庞寅  7,593,4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文江 -2,858,200 7,145,251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000,000 6,000,000 0.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荣 0 5,963,098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

一致行动人，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余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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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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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公司债券。 

13 亚盛债 122298 2014.6.19 2019.6.19 0 6.35 

按年付

息、到期

一次还

本。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已于 2019年 6 月 19日足额支付“2013 亚盛债”自 2018年 6月 19日至 2019年 6月 18

日最后一个年度期间的利息，并按时兑付债券本金总额 1,198,640,000.00 元。 

截止 2019年 6月 19日“2013 亚盛债”本息均已足额兑付完毕。 

5.3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4.11 43.89 0.5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9 0.09 -0.46 

利息保障倍数 1.46 1.53 -4.5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3,151.27 万元，同比增加 8.9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061.18 万元，同比减少 4.86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297.43万元，同比减少 63.22%。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878,565.33万元，比年初增长 2.71%； 负债总额 387,535.16 万元，

比年初增长 3.39%。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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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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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列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列 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 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②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号）要求计 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将“减：资

产减 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③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

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2）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①变更日期。公司将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修订后的 会计准则。 

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6 年 2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③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 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

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

损失法”修改为“预 4 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

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3）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 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4）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

动的有 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5）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

会计处理。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规定进行合理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会对本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及变更前的合井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

影响。 

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列示如下(单位：元)： 

①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调整前 调整后 

列报科目 金额 列报科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47,809,349.04 
应收票据 16,384,639.23 

应收账款 1,231,424,709.8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0,894,519.82 
应付票据 11,000,000.00 

应付账款 239,894,519.82 

②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调整前 调整后 

列报科目 金额 列报科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3,312,344.19 
应收票据 8,484,639.23  

应收账款 654,827,704.9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5,813,876.4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5,813,876.48  

（2）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①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的“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即由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②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③套期会计方面，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要求

取代了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④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企业应当按照金

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无需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 2018 年及以前年度的公司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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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9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