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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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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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9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484,93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0.1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7,273,980元，占当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48%，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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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资实业 600191 华资实业、G华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怀庆 刘秀云 

办公地址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472-6957558 0472-6957548 

电子信箱 Lhq5861@163.com Liuxy508@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制糖、仓储。近年来，由于原糖受限，公司采取与其他制糖企业合作的方

式加工原糖，并做部分贸易糖。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特点及行业定位 

公司上市之初一直是以甜菜为原料进行食糖加工企业，是甜菜制糖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暴发，并伴随着大量进口糖的涌入及甜菜收购量逐年下降等多种原因影响，全

国糖价持续低迷，多家制糖企业关停，涉及多个产糖省，国内食糖产业供需关系严重失衡，导致

产品价格及销量一直处于低位水平。面对不利的经济环境，2011 年底公司决定利用现有优势，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停止甜菜糖生产，以加工精炼糖（原糖）为主。原糖加工业务由于量小、利润

微薄，扣除期间费用后，近几年主业一直亏损，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11,107.05 万元，营业总

成本 15,838.76 万元。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糖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糖业协会

从国家层面出发，发布《糖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2 年》，通过“糖业发展”确保“我国

4000 万糖农脱贫致富”，从而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19 年，中国糖

业协会以加快糖业改革为重点，继续做好反食糖走私工作，加快推动糖业转型升级，夯实糖业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基础，引领全行业履行糖业扶贫攻坚使命，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勇于担当，直

面困境，共渡难关，取得了显著成绩。2019/20 年制糖期全国已累计产糖 882.54 万吨（上制糖期

同期 737.72 万吨），其中，产甘蔗糖 743.26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 607.88 万吨）；产甜菜糖 139.28

万吨（上制糖期同期 129.84 万吨）（数据来源中国糖业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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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76,786.27 2,117,356,856.06 -4.49 2,397,376,506.72 

营业收入 111,070,495.39 65,403,885.16 69.82 167,401,09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862,910.80 -116,583,904.65 120.47 11,949,16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565,740.33 -123,391,974.12 121.53 -16,090,57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87,275,311.20 1,829,095,766.90 3.18 2,051,864,41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029,242.86 -43,051,684.89   -34,116,45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92 -0.2404 120.47 0.0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92 -0.2404 120.47 0.0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9 -6.01 增加7.30个

百分点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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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7,795.15 23,495,139.55 39,039,097.23 38,828,46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270,951.63 -9,668,801.50 4,405,174.81 -35,144,4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4,264,398.23 -9,666,706.79 4,400,714.23 -32,432,66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87,911.66 14,799,086.15 -7,138,658.90 -9,101,7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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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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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52,717,960 31.4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85,404,925 17.6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

公司 

  25,332,728 5.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哈尔滨天翔伟业投资

有限公司 

  3,500,000 0.7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付承涛 2,270,300 2,270,300 0.47   无   境内自然人 

孙文陆 2,036,800 2,036,800 0.42   无   境内自然人 

孙恒耀 1,869,700 1,869,700 0.39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复明 708,595 1,339,295 0.28   无   境内自然人 

管宾 495,800 1,249,700 0.26   无   境内自然人 



顾培忠 1,186,000 1,186,000 0.24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三大股草原糖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存在关联关系，其

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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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制糖、投资理财及对外股权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107.05 万元； 营业总成本 15,838.76 万元；

投资收益 10,006.83 万元，其中：获得恒泰证券投资收益为 7,550.95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86.29万元。 

2、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1,070,495.39 65,403,885.16 69.82 

营业成本 107,417,316.33 61,289,740.60 75.26 

销售费用 1,421,809.42 1,234,690.46 15.16 

管理费用 41,373,449.52 45,337,775.05 -8.74 

财务费用 6,129,476.86 6,887,649.30 -1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9,242.86 -43,051,684.8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390,153.19 51,402,152.60 141.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978,010.62 -11,795,205.43 不适用 

 

3、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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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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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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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2 户，具体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 1 内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2 包头华资糖储备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