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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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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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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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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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 1,37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275,600,000 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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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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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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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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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自主经营种植基地为核心资源优势的农作物种植、良种育繁、农产品加工及销

售全产业链规模化的国有大型农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稻麦种植、种子生产、大米加工及其产

品销售。 



公司以自主生产粮食为基础，通过承包和流转土地从事稻麦原粮（含商品粮和种子原粮）种

植，通过下属龙头子公司从事稻麦种子生产和大米加工业务，主要销售水稻种子、小麦种子、大

米、小麦等农产品。同时，公司以自主经营种植业基地需求为支撑，形成规模化农资采购优势，

取得优质、优价的化肥、农药以及秧盘等农资供应。公司坚持并大力发展以“自主经营基地”、“规

模化”和“全产业链”为特点的现代农业，并辅以信息化技术，在水稻种植和大米加工方面逐渐

建立并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和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充分实现农产品源头可追溯、风险

可管控、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保证农产品安全优质。 

同时，公司依托自身品牌及渠道优势，坚持“以种业、米业为主，多产业并举的全产业链发

展战略”，立足现代农业，精准布局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新

设全资子公司苏垦农服并吸收合并苏垦物流，着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业态，全力打造“互联

网+金融+现代农服+规模种植户”的一体化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新设控股子公司苏垦园艺，从事园

艺、花卉、苗木等的研发及产品销售业务；控股收购金太阳粮油，从事食用植物油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全面布局健康油脂产业，进一步拓展公司农副食品加工业务，丰富公司“从农田到餐桌”

产品线，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收购金太阳粮油事项未完

成，相关业务不纳入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范围）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稻麦等粮食种植 

公司通过 19 家分公司在自主种植基地上种植水稻、小麦以及大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公司的自

主经营基地全部位于江苏省内，主要集中于苏北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纵向跨越江苏省南北，种

植业务采取统一经营和发包经营两种经营模式，统一经营模式采取“五统一”管理方式。公司种

植业生产的水稻、大小麦原粮等粮食产品主要用于苏垦米业的大米加工业务和大华种业的种子生

产业务；同时，部分水稻、小麦以及大麦等原粮面向市场销售。 

2、种子生产业务 

公司种子生产业务主要为水稻种、小麦种以及大麦种等的选育、制种、加工和销售，由全资

子公司大华种业（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大华种业在制种环节采取以“公司+基地”为主、以

“公司+农户”为辅的方式制种而取得种子原粮，再将种子原粮加工为种子后对外销售。大华种业

的“公司+基地”制种方式是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内容，依托自主经营规模化种植基地有效保

证制种环节种子原粮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同时，根据不同年份气候变化对品种生长的影响，大华

种业采取“公司+农户”制种方式作为补充，主要委托大华种业各分子公司周边农户制种而取得种



子原粮。 

公司生产的种子产品主要包括水稻种（主要为粳稻种）、小麦种、大麦种、玉米种等，主要销

售区域为江苏省内及周边省份。其中，大小麦种子和水稻种子是本公司的主导种子产品，2018 年

二者合计销售收入占种子销售收入的 93.74%。 

3、大米加工业务 

公司大米加工业务由全资子公司苏垦米业（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大米加工业务的稻谷

原粮以自产为主、对外采购为辅，主要产品大米可根据用途不同分为民用米和食品工业米。苏垦

米业已建立 ISO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苏垦

米业大米产品纳入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是本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内容，可以实现从消费

者至稻谷原粮种植田间全过程的信息追溯。自 2008 年起，苏垦米业开始建设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2018 年底大米的稻谷原粮种植基地可追溯面积为 72.6 万亩；苏垦米业拥有先进的精米生产线 14

条，2018 年大米加工线设计生产能力为 37.5 万吨/年，实际生产大米为近 24 万吨。 

苏垦农发民用米主要为中高档粳米，主要销往江浙沪区域，部分销往广东、福建等其他十余

省市，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浙江物美超市、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杭州联华华商集团

有限公司等大型连锁超市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同时，苏垦米业凭借可靠的质量保障，成

为 2013 年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2014 年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餐厅大米供应

商；取得了向南京市主城区中小学食堂供应大米的资格，并供应大米产品。苏垦农发食品工业米

主要销售给亨氏联合有限公司、百威英博啤酒、青岛啤酒、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

等大型食品企业或酒类企业。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苏垦农发种植业业务和种子生产

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农业（代码 A01）行业，大米加工业务和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制

造业”之“农副食品加工业”（代码 C13）。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

苏垦农发的种植业业务和种业业务所处行业属于谷物种植（A011）行业，大米加工业务所处行业

属于制造业之农副食品加工业之谷物磨制之稻谷加工（代码 C1311）。  

1、稻麦种植业情况  

目前，我国粮食种植业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体的组织生产形式，国家实行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粮食种植业作为国计民生产业，竞争性并不明显。随着国家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政策的推广以及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稻麦种植业将向产业化发展，规模化种



植是农业生产的趋势和方向，农业科技创新将成为提高农业单产和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未来将

出现越来越多的组织化粮食生产企业。 

2、种子行业情况  

种业生产主要包括育种（研发）、繁种（生产加工）两个环节，通过直销、经销实现收入。2011

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推动下，种业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确保了国家种业安全

和粮食安全。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共计 4300 多家，比 2011 年减少一半，前 50 强

企业市场份额占比 35%，十大信用明星企业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为外资企业的 5 倍以上。近年

来，国内大型种企不断通过产业并购等方式整合行业资源，使得优质资源得以向优势企业集中，

从而提升大型种子企业的规模化优势。 

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种业企业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数量以及品种审定数量已全面超过

科研教学单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逐步显现。目前，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所有水稻和小麦品

种均是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有力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用种安全。 2014 年 5 月 30 日，农业部品

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水稻玉米品种审定绿色通道试验指南（试行）》，允许有实力的“育繁

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自行开展自有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绿色通道试行后，种子品种审定的

速度明显加快。2016 年 8 月 15 日起，《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开始施行，新审定办法实施激

发了种子企业的研发积极性，2017 年新审定种子品种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新审定稻谷品种达到

186 个（其中通过绿色通道审定 97 个）。通过绿色通道审定，大型种子企业可以快速将研发成果

进行市场转化，从而进一步巩固自身优势。 

3、大米加工行业情况  

（1）大米加工行业总体格局  

我国大米加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普遍差，产能利用率较低。而且，大

米加工企业存在“小、散、低”的状况，严重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大型龙头企业。近年来，大米加工行业产能过剩已经显现，加工企业争夺粮源和销售市场的

竞争十分激烈，正逐步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且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大米加工行

业面临着“洗牌”格局。 

（2）华东区域大米加工行业竞争格局  

由于大米加工行业的区域性特点，其竞争主要体现在区域性竞争方面，具体竞争格局表现为

小规模大米加工企业之间在低端市场的竞争和区域性优势品牌和全国性品牌及其相互之间在中高

端市场之间的竞争。在各区域市场，前述竞争形式均同时存在。华东区域作为我国水稻主产区域，



大米加工企业之间也面临着较为激烈的竞争。中粮控股、益海嘉里、华润五丰以及其他粮食系统

背景的大米加工企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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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985,417,319.83 6,610,551,204.69 5.67 4,000,616,956.66 

营业收入 4,883,604,777.17 4,315,517,645.78 13.16 4,084,206,65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5,440,569.79 557,195,328.99 8.66 505,014,91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7,890,228.73 488,930,372.99 -2.26 446,586,15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94,099,929.06 5,200,659,359.27 7.57 2,555,012,03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1,632,573.65 619,244,832.81 -43.22 797,403,61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45 -2.22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45 -2.22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25 13.87 减少2.62个百分点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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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42,718.32 1,154,033,685.44 1,158,398,444.63 1,660,529,92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3,394,480.61 154,238,477.05 147,474,758.62 160,332,85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27,491,979.33 106,552,703.21 109,269,775.56 134,575,77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2,297,585.68 504,832.00 -81,925,155.26 320,755,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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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9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8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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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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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215,745,329 934,896,426 67.84 934,896,426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7,800,000 33,800,000 2.45 33,800,000 无  

国有

法人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838,393 16,633,037 1.21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

组合 
11,999,746 11,999,746 0.87 0 无  其他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99,876 7,925,205 0.58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5,735,932 5,735,932 0.42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

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67,719 5,167,719 0.38 0 无  其他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20,306,738 3,850,000 0.28 0 无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聚信 7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621,630 3,621,630 0.26 0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六组合 
2,715,970 2,715,970 0.20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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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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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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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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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主要财务指标较上年均有所增长。 

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48.8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3.16%；合并利润总额 6.50 亿元，较上年

增长 12.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05 亿元，较上年增长 8.66%。报告期末，公司合

并总资产 69.85 亿元，较年初增长 5.67%；合并负债总额 13.01 亿元，较年初下降 2.40%；资产负

债率 18.6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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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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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种业”）、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垦米业”）、江苏农垦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农服”）、江苏农垦

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园艺”）共 4 家二级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

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