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40                                                  公司简称：新赛股份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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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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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新赛股份公司 2019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 1990.95万元，归

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088.10 万元。2019年度新赛股份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6243.04 万元，加上

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15889.69万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42132.73万元。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以前年度亏损未弥补前不计提盈余公积。经公司研究决定，

本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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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股份 60054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建江 高维泉 

办公地址 新疆双河市荆楚工业园区迎宾路 17 

号 

新疆双河市荆楚工业园区

迎宾路 17 号 

电话 0909-2269378 0909-2268210 

电子信箱 1442197043@qq.com gmgsgwq@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主要从事农作物生产、加工、销售、农业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及开发； 10 万吨

普纱、精纱棉纺加工； 20 万吨石英砂深加工、铁路运输业务。目前公司已经形成 "一主两翼，

向优势资源转换"的发展战略格局。主要有皮棉、棉纱、氧化钙、物流等。 

经营模式公司坚持农、工、科、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 "一主两翼，向

优势资源转换"的发展战略格局，主要以棉花行业发展为主业，发挥优势产业的主导作用；以油脂

行业为一翼，发挥其集约支撑及特色品牌的作用；以棉纺产业为一翼，做精做细，发挥其棉花产



业链延伸作用；优势资源转换--以矿产（氧化钙、石英矿、物流）和清洁型能源（风电）的建设，

作为向更多优势资源领域和行业衍生开发的突破口。 

行业情况说明： 

（1）棉花行业分析：棉花做为国家战略资源地位，在农业经济支撑作用以及国内纺织服装下

游行业的发展和社会就业等民生改善方面极具影响力。尤其新疆做为国内优质棉花生产区域和国

家关于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接以及优质棉纺织基地战略地位的确定，可以说抓住新疆的棉花资源，

占有一定的资源比重，就已经控制着国内的棉花市场方向。新赛股份做为地处新疆的上市企业，

以棉花行业为主业的战略定位，具有十分的稳固性和发展性。从宏观数据分析，新疆棉花总产量

已占据全国棉花总产量的 80%以上，棉花收入占新疆农民收入的 35%左右，在南疆棉花主产县甚

至占到 50%－70%。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接近 3700 万亩，棉花总产量 500 万吨左右，占到国家棉

花产量的五分之四，继续做大做强公司棉业，做好棉花的加工收购及疆内皮棉的贸易，扩大新疆

市场棉花交易的市场份额，在总量上形成规模，是棉业发展的主体方向。 

（2）棉纺织行业分析：纺织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在吸纳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两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正在经历

一个特殊的时期，棉纺织行业也面临着收储、抛储、税费等政策的变化。棉纺织行业的政策调整

整体向好，但是政策效果不会马上显现，企业还要积极应对政策带来的变化。棉纺织行业虽然目

前面临成本上涨、利润下降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纺织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棉纺

织企业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期，困境中平稳发展。 

（3）矿产资源分析：国家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在西部地区要建成国家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

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支持在西部地区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战略性产业。新赛股份已投资开发的石英石矿、

石灰石矿和风电项目资源优势明显，完全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方向，可持续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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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18,388,714.24 1,905,277,321.28 -15.06 1,905,277,321.28 

营业收入 1,380,228,765.64 1,283,510,819.63 7.54 1,102,602,781.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880,956.22 20,363,982.29 2.54 11,100,235.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471,857.35 -18,516,327.50   -46,663,033.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69,273,497.15 645,498,398.90 3.68 645,498,398.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681,549.55 19,068,300.90 412.27 -166,648,406.5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43 0.0432 2.55 0.02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43 0.0432 2.55 0.023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18 3.2053 减少0.0253个百分点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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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33,707.49 157,829,676.41 105,781,644.76 825,883,7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83,353.61 -2,017,318.23 -6,130,496.80 39,512,12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499,242.84 -4,941,421.11 -14,558,485.51 -14,472,70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33,171.28 27,487,382.31 123,769,706.16 -27,642,3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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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9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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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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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

合企业总公司 

  198,602,959 42.17   无   国有法

人 

吴宏斌   8,380,000 1.78   未知   国有法

人 

刘敏   6,008,285 1.28   未知   未知 

王微   5,106,400 1.08   未知   未知 

杨梅   4,974,000 1.06   未知   未知 

胡青松   4,389,500 0.93   未知   未知 

丁闵   3,479,100 0.74   未知   未知 

王连清   2,910,995 0.62   未知   未知 

刘永生   2,818,800 0.60   未知   未知 

邱于桑   2,573,000 0.55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隶属于新疆兵团第五师国

资委，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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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38022.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54 %；资产总额 161838.87 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5.06%；负债总额 97518.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2.22 %；净资产 64320.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7.87%；实现净利润 1990.95 万元,其中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088.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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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明细如下： 

子公司名称 简称 是否新增 

沙湾县康瑞棉花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康瑞 否 

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 新赛棉业 否 

呼图壁县康瑞棉花加工有限公司 呼图壁康瑞 否 

呼图壁县银丰棉业有限公司 呼图壁银丰 否 

呼图壁县天源棉业有限公司 呼图壁天源 否 

呼图壁县新米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呼图壁新米 否 

玛纳斯县金海利棉业有限公司 玛纳斯金海利 否 

玛纳斯县新民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玛纳斯新民 否 

库车县白钻石棉花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库车白钻石 否 

阿克苏凤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凤凰棉业 否 

沙湾县思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思远 否 

乌苏市汇康棉业有限公司 乌苏汇康 否 

新疆乌鲁木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油脂 否 

伊犁恒信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恒信油脂 否 

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新赛精纺 否 

湖北新赛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湖北物流 否 

新疆新赛贸易有限公司 新赛贸易 否 

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可利物流 否 

温泉县新赛矿业有限公司 温泉矿业 否 



博乐市正大钙业有限公司 正大钙业 否 

沙湾县新赛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新赛棉业 否 

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赛博汇       否 

双河宏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宏博贸易 否 

博乐新赛纺织有限公司 博乐纺织 是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