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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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薛廷伍 因公出差 王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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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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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牧股份 60019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亮 陈苏君 

电话 010-63702195 010-63702195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总部基地八区16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总部基地八区16号楼 

电子信箱 600195@cahic.com 600195@cah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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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5,134,894.47 6,842,781,079.05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59,525,528.66 3,995,305,426.98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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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01,020.05 -147,572,265.70 -60.87 

营业收入 1,835,417,029.92 1,896,293,404.01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62,306,424.29 192,417,221.60 -15.65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0,904,372.34 191,425,204.71 -1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8 5.09 减少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97 0.4477 -3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97 0.4477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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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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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91 300,334,860 0 无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0 12,034,26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未知 1.80 10,807,581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65 9,898,420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5 6,289,693 0 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未知 1.04 6,236,305 0 无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0.91 5,453,889 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61 3,698,45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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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1 3,661,334 0 无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未知 0.60 3,636,59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农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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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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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牧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6 中牧 01 136241 2016 年 2 月

29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 

120,00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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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   34.4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8.67   12.7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中牧股份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顺应种

养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推进主业经营、

重大项目建设、“双百行动”改革、科技创新。沉着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多

措并举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改革激发经营活力，通过培育形成新的市场释放产能潜力，

通过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壮大发展动力。面对上半年行业整体面临的风险和不利因素，公司

积极做好风险预判，及时布局，加强业务板块间协同，确保公司运营发展整体稳定，为动物防疫

体系建设，动物疫病防控水平提升，保障产品安全、动物安全、畜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积极贡献力量。 

（一）生物制品 

在政府采购疫苗市场，公司凭借产品质量、科研实力、综合服务及成本优势，整体中标率和

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领先水平。公司持续加强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在市场化疫苗市场，坚持“一

户一策”的集团用户开发思路，在规模养殖集团客户中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同时，注重加强营

销网络建设，发挥集团客户的示范效应，以技术带动市场化疫苗产品的销售，市场化疫苗收入占

比保持稳定。 

上半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存栏量锐减，养殖户补栏意愿不积极，并且养殖户通过

加强消毒、严格管理等生物安全措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品类的畜苗用量减少，畜苗产品市



场的整体需求缩减，公司产品的销量也随之下降，不及预期。在禽用疫苗产品方面，公司及时把

握住养禽业景气度上升带来的业务机会，坚持以高附加值产品为抓手加大市场化禽用疫苗产品销

售力度，与事业合作伙伴深入合作，加强渠道建设，大型集团客户开发效果逐步显现，实现高附

加值产品收入大幅增长；同时，政府采购禽流感疫苗因毒株更换推动产品价格提升。上半年公司

禽用疫苗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明显，毛利额取得较好增长，出口实现的收入进一步提升。 

（二）兽用化药 

依据行业监管政策，喹乙醇产品已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2019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

使用。受此影响，今年上半年公司兽用化药业务板块收入、毛利额减少。同时，非洲猪瘟疫情对

生猪养殖行业冲击较大，导致兽用化药市场需求低迷，猪用化药产品收入下降明显。面对不利的

市场形势，公司迎难而上，全力抓好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节本增效等工作。通过调整营销模式，

大力推进禽药产品销售，保障产销联动，禽药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增长。面对原料价格波动和产品

售价下降的压力，公司依据原料价格行情变化准确把握采购节奏，降低采购成本，并及时抓住市

场机遇，调整生产模式，力保满负荷生产，降本增效取得明显成果。针对药政药事法规变化带来

的影响，公司加大新产品开发，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拓展外向型经济。近期，经美国 FDA 审计官

对胜利生物的质量系统、物料系统、包装和贴签系统、生产系统、厂房设施设备和实验室控制系

统进行现场审查，胜利生物以零缺陷的成绩通过了美国 FDA 现场审计，这将为化药产品扩大出口

创造有利条件。 

（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公司继续保持蛋鸡饲料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并顺势加快开发和推广其他家禽饲料产品，通过

技术引领进一步拓展家禽预混料市场；积极开发反刍料领域特色产品；加强营销力量建设，实施

价值营销、协同销售，细化经销商布局，抓好大客户直销。上半年，预混料销量和收入增幅明显。 

（四）贸易 

公司在严控风险前提下，以利润为导向，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销售节奏。上半年加

大库存销售，销量同比增幅较大，通过稳定上游供应渠道、把握行情波动机会，利润整体完成情

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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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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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