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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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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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931-8857057 0931-8857057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

号10-15楼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

号10-15楼 

电子信箱 ysjtdshbgs@163.com ysjtdshb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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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9,050,910.30 8,040,965,974.53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38,967,075.66 4,714,666,592.6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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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39,613.96 48,271,742.05 -158.92 

营业收入 991,409,126.74 869,805,203.50 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386,914.46 34,660,382.59 3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4,335,188.35 39,186,082.87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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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6 0.74 增加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33 0.0178 3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33 0.0178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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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3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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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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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15.57 303,121,313   无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9.01 175,37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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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

人 

1.85 36,002,948   未知   

朱能顺 境内自

然人 

1.26 24,459,024   未知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3 14,181,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70 13,578,400   未知   

沈晓峰 境内自

然人 

0.67 13,007,816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

人 

0.55 10,623,1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45 8,783,582   未知   

徐文江 境内自

然人 

0.42 8,218,451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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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其他股东之间，公司

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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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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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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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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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19 119,864 6.3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3.00   40.7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5   3.2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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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总体安排，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驱动着力构建一体化经济运行体制，全力推

进现代科技支撑的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各项重点工作

稳步推进，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努力克服困难，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向好，公司总体发

展态势良好。 

（一）优化完善目标管理，层层分解责任指标，逐级落实经营管理责任。根据阶

段性目标任务，优化调整了主要经济目标和指标，完善了经营目标考核指标体系，突

出统一经营和运营管理，以目标为导向，逐级靠实经营管理责任；按照“一企一策”

原则，围绕经营目标，逐一确定运营管理指标，强化运营监管和过程控制；层层分解

目标指标，层层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或管理目标责任书，推行责任约束与绩效考核全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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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力推进统一经营，加快实现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一是政策引导。以经营

目标为导向，通过强化考核，引导各分公司加快实现农业经营模式由家庭农场承包经

营向统一经营模式转变；各分公司研究制定统一经营土地和产品的管理激励政策，强

力推进“土地、农资、农产品”统一管理，真正发挥统一经营的效益。二是订单辐射。

子公司积极发挥产业化龙头公司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扩大基地建设规模；

分公司多方对接客户、多渠道落实订单，扩大统一经营的范围。三是项目团队推动。

各分（子）公司通过组建专门的项目团队，推动直营项目的专业化运营，为规模化经

营做准备。 

（三）推动以结果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一是经营层面强

化经营业绩考核。修订完善《分（子）公司经营目标管理考核暂行办法》，拟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完善了以经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体

系。二是管理层面注重效率提升。实施全员绩效考核，提升本部工作效率。实行自上

而下的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管理或岗位目标责任书，建立了新的薪酬管理体系。 

（四）推动资源配置和重组整合，构建一体化经济运行体制。一是围绕终端产品

聚焦主业，对好食邦公司资源和业务进行了分立整合，将剥离的生资业务和粮食购销

业务并入农业综合服务公司和亚盛啤酒原料分公司。二是组建设立亚盛农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农业研究院作为农业科技支撑和服务平台，专门负责公司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以上改革重组的完成，进一步突显了公

司的运营能力，为构建纵向一体化经济运行体制和现代科技支撑的农业经营体系搭建

了平台。 

（五）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全面改善经营目标。一是对专业化子公司进行专项调

研，制定专项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着手实施对各分公司的提质增效专项工作，逐一对

接调研，逐一会诊把脉，逐一确定方案，力求通过个性化分析和专业化解剖，上下联

动找到问题根源，集中力量解决发展上的难题。二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

质量和产量，充分挖掘农业节本增效潜力，强化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鼓励管理和

科技创新，提高经营水平，实现节本增效。促进生产管理由追求高产向优质高产、高

效益转变。 

（六）强化科技支撑，鼓励科技创新。一是搭建平台。设立农业研究院，招聘专

业技术人员，组建了技术研究攻关团队，围绕公司农业生产、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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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技术合作，逐项开展技术攻关，形成更加科学规范的主

导作物标准化技术规程，以技术进步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二是协作联动发展。公司与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着力共同建设省内乃至全国一流的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提升农业科技支撑和成果转化能力，有针对性解决生产中存在的科

技瓶颈和技术难题。三是建立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租用绿色空间设施资产，在榆中建

设农业研究院的技术创新示范基地，孵化批量的技术创新成果，试验示范关键领域、

关键环节技术集成创新。四是联合外聘专家试验示范。 

（七）注重市场开发，强化营销管理。一是加强市场营销指导。公司本部设置了

市场部，帮助分（子）公司拓展市场营销渠道，对分（子）公司购销人员、产品信息、

客户信息及“三品一标”情况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对重点客户进行跟踪维护，着手推

动了公司市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工作。二是打造好食邦终端食品销售龙头。重点打造

好食邦成为垦区优质农产品销售龙头，集中主要优势和精力拓展市场。三是拓展粮食

购销和生资服务业务体量。按照公司的总体布局、统筹谋划，破解生资统一供应及农

业技术服务的重点、难点，为下一步实现生资统一供应做了前期准备。四是注重新产

品开发及产品包装设计。在产品研发和关键技术突破上集中发力，开发包装精美、品

质精良、制作精细的“三精”产品。完成了对“亚盛好食邦”品牌和产品的整体升级。

五是着力加强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和“三品一标”建设。一方面全面构建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另一方面指导各分（子）公司加强“三

品一标”建设，提升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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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