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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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3,262,824.15 6,610,551,204.69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86,292,316.93 5,200,659,359.2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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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02,417.68 232,256,303.14 -51.43 



营业收入 2,064,676,403.76 1,842,876,450.80 1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7,632,957.66 267,047,268.64 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4,044,682.54 255,905,187.92 -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0 8.89 减少3.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32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32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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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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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1.28 17,623,900 0 无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1 16,633,037 0 无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0 11,082,605 0 无   

上海千壹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0.47 6,421,62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32 4,387,24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3,324,490 0 无   

纪金霞 境内自

然人 

0.18 2,48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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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江苏农垦诚鼎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

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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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的

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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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农业生产稳

步提升，主要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裕。受国家粮食保护价下调、居民消费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

上半年水稻、小麦价格稳中有降，种子市场仍然较为低迷，大米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多重突发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围绕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稳中求进，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突出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双轮”驱

动，不断提高公司发展质量，经营业绩持续向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20.65亿元，

净利润 3.0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2.04%、11.86%、

11.45%（以上数字未经审计）。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夏粮生产量、质双丰收 

报告期内，公司夏粮总产、单产均高于历史水平，小麦总产 47.04万吨，较上年增长 6.07%；

同时，夏粮质量保持良好：入库种子的水分、纯度、净度等指标均符合质量标准；小麦容重高、

色泽好、病粒占比低，优质粮的比例高；啤麦净度、色泽、芽率、粒重等指标均符合啤酒麦芽质

量要求 

（二）现代农业管理水平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建设，正式上线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迈入标准化、信息化的管理新阶段。同时，公司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

优势继续巩固，农业生产集体经营体制变革稳步推进。苏垦米业、大华种业订单种植面积持续增

长，强化集中管控协同，“五统一”生产措施有效落实。不断增强科技支撑力，实施浸种催芽等技

术 77.8万亩，做好病虫害防治，结合叶面喷肥，防病保叶防早衰，实现增粒增重。在水稻生产上，

推广旱整水栽 65万亩、钵苗机插 3.8万多亩、钵形毯状面积 40万亩、25厘米插秧机栽插面积 68

万亩，推动丰产沟、湿润施肥、缓释肥、侧位施肥、增施有机肥等技术的示范推广。公司小麦绿

色高产高效示范创造今年江苏省内最高产量。 

（三）龙头企业深耕市场 

报告期内，各子公司持续发力深耕市场，其中：①大华种业全面建立自主品种种子追溯体系，

不断加大优质品种研发培育力度，深入调整品种经营结构，自主品种种子销量占比不断提升；②

苏垦米业坚持“重品质、重品牌、重市场”的经营思路，实施民用粮精准营销，并在企业用粮领

域与五粮液、青啤集团、百威英博等优质客户继续维持稳定合作关系。参与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

台和安徽粮食交易市场平台的网拍，有序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企业建设，赢得良好市场

口碑。③苏垦物流切实保障公司自有基地生产的同时，持续加大对外销售力度，并与美国细胞酶

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引进及合作销售 4 种细胞酶系列产品，丰富升级了生物肥产品结构和科技含

量。④新设苏垦园艺，深度拓展园艺花卉业务，扩大市场占有率、培育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⑤

新设苏垦农服，面向农村探索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新业态。 

（四）科技创新实力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深化校企科研合作。上半年，

新增科研立项项目 60 余项，国家、省、联合攻关新品种（系）30 余个，新通过国家审定及国家

初审新品种各 1 项，新申报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1项。与江南大学、中山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达

成战略合作，借助高校雄厚的人才与技术研发优势，推进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及农产品精深加工成

果引进与项目转化，并申报农业部及江苏省科技厅农业重点课题 3项。 

截至报告期末，大华种业培育并通过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41个，取得 11项植物新品种权

证书（不含受让取得），种植业分公司形成栽培、植保、土肥等 10 项农业技术体系；同时，依靠

低温综合储粮技术，苏垦米业陆续开发了富硒米、有机米、真好吃等中高端产品，开发的大米系

列已达 20余个；公司共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8项、发明专利 5项。 

（五）资本运营积极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积极运筹资本投资与合作，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平台及品牌优势，逐步推进产业链布局。完成对大华种业、苏垦米业增资，增强主营业务资本

实力；投资控股苏垦园艺，布局花卉电商产业；全资设立苏垦农服，在增强主业的同时，大力探

索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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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