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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51                                公司简称：冠农股份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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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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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农股份 60025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建霞 陈莉 

电话 0996-2113386 0996-2113788 

办公地址 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48号小区 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48号小区 

电子信箱 jinjianxia@163.com cl6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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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0,250,123.38 3,732,833,859.89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2,610,140.19 1,889,511,662.1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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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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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02,910.88 259,729,254.03 -60.11 

营业收入 748,050,476.85 684,197,820.95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052,679.41 10,083,179.22 66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825,965.96 237,495.39 29,30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0.52 增加3.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0128 667.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2 0.0128 6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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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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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冠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0.89 320,932,708 

  
质押 56,000,0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

九团 

国有法

人 
4.14 32,516,580 

  
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

团 

国有法

人 
3.21 25,202,16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73 21,438,194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1 10,247,7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1.13 8,906,900 

  
无  

樊淑珍 未知 0.63 4,963,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3 4,128,321 

  

无  

黄者法 未知 0.47 3,675,064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4 3,490,9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无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国有法人股东与其他 7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 7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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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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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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体经营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深化改革，将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及供给侧改革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重点，将提品质、增品种、创品牌作为第一核心，

将人才、文化、党建作为三大支撑，不断优化、细化、量化各项管控指标，加大对重点产业整合、

品牌推广和营销力度，为公司下半年的开机生产及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805.0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705.27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664.17%，主要是因为钾肥市场形势好转，罗钾公司主要产品硫酸钾销量增加、售价增

长，其净利润同比增加 955.26%，致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主业活力和竞争力。一是继续加大与天津三和深度合

作，将番茄产业整体承包给天津三和职业经理人团队经营管理，可发挥其管理优势、推行职业经

理人制度并提升经济效益；二是将长期处于停产状态的全资子公司昊鑫矿业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

让其股权及债权，可推进供给侧改革，减少亏损源，盘活存量资产，提升主业的竞争力；三是推

进冠农棉业与民营资本合作，可提升公司在棉花行业的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加

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2）和专业营销团队强强联合，增强品牌推广和营销力度。一是先后与华糖云商等专业营

销团队合作，充分发挥其专业营销策划优势、快消品销售渠道及市场优势，并与公司产品的品牌

优势、质量优势形成融合互补，多种方式展开强势宣传；二是在稳定南疆片区销售客户的同时，

积极开展原糖配额加工业务，同时拓展白糖期货交易，提升市场研判和把控能力，增加了经济效

益；三是利用大渊博棉花交易平台及民营企业的销售渠道广、经营体制活的特点，拓展皮棉贸易，

扩大了销量增加了利润。 

（3）持续推动新兴产业见效益。一是稳步推进浙江信维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截止目前，浙

江信维大数据产业园区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许可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等证书，建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首期房拟

定于 10 月初预售。二是“互联网+农业”再上新台阶。冠农中联依托集团总部雄厚实力，积极承

建了第二师铁门关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了“军垦快惠”特色农产品电商商城、线下产

品展示体验中心、培训中心、创客孵化中心。灵活策划、开展各类线上电商促销活动，有效提升

了“军垦快惠”商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加强原料收购和技改工作。一是深入原料基地，针对今年甜菜和番茄原料的种植情况，

签订原料种植收购合同；二是提前制订可控的收购管理办法，做好原料的运输、交售、安全等准

备工作，为尽可能多地收购好原料，确保原料正常有序供应打下基础；三是稳步推进 2×1500t／

d番茄生产线改扩建项目，满足番茄产业扩大产能、增加新品对设备的需要。 

（5）推行精益化管理，重塑成本。一是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制定产品加工吨成本控制目标，

制定考核奖罚措施；二是压减非生产性人员，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促进员工增收和技

能水平提升；三是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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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红线”意识，进一步夯实公司安全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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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

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由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调整到该科目核算。本期在“税金及附加”科

目核算的相关税费包括：房产税 1,370,192.18 元、土地使用税 784,759.84 元、车船使用税

6,102.00元、印花税 315,766.91 元。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本期主要冲减：管理费用

1,949,994.40元、财务费用 1,676,576.67元、销售费用 2,148,700.00元、制造费用 670,166.66

元、主营业务成本 403,982.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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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郭良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