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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7-062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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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正大 股票代码 0024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彬 杨春菊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 号 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 号 

电话 0539-7198691 0539-7198691 

电子信箱 jzd@kingenta.com yangchunju@kingent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474,591,308.36 10,565,022,104.54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4,432,017.82 778,367,279.9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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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8,976,148.21 759,815,739.38 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4,528,372.35 570,485,080.45 27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8% 9.28% -0.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104,073,370.81 14,979,111,775.17 4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69,308,753.02 8,957,801,000.12 5.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8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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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5% 1,226,880,000 0 质押 845,000,000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18.19% 573,120,000 569,840,000 质押 170,000,000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 134,600,000 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42,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36,200,71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31,179,1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4% 29,666,114 0   

汕头汇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24,566,668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4,077,612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其他 0.42% 13,094,2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连步为实际控制人，为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的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可能性。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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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 年上半年，面对市场环境长期低迷、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位，农民施肥积极性下降、种植结构调整

巨大、化肥相关优惠政策取消、竞争白热化等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

和种植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公司及全体员工深挖内部潜力、开拓

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厚植竞争优势、提高运营水平，保持了经营健康有序的发展，公司在营销转型、技

术创新、平台整合及基础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247,459.1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9,443.20 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18.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06%。  

营销转型进展顺利。公司将 2017 年定位服务营销年，提出“全员聚力服务、推动营销转型”，公司

坚定不移地聚力服务，聚焦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推动公司的转型和增长。上半年,公司围绕产品开发升级,

通过开展 “三人小组”试点、高标准试验示范田建设，全面开展技术营销，为种植业提供高附加值的营

养解决方案，以及种子、植保、作物管理、农业服务、品牌农产品等一体化的种植业解决方案，推动营销

转型。通过实施“百千万工程”，启动和君金正大商学院，通过外部招聘、内部选拔、专业能力提升和考

核激励，选拔适用、实用的营销管理人才，为打造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半年，“全员

聚力服务”凸显成效，产品研发、生产保障、运营保障、人力资源支持、管理优化支持等多方面，为营销

系统转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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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依然成果靓丽。缓控释肥、叶面肥、液体肥、水溶肥、微生物菌肥、药肥一体化、增效剂与

生物刺激素类产品等研发取得新进展；新成立了 40 个作物研究所以及土壤研究所和植保所，完善和开发

作物专用解决方案 176套；成立高效复合肥料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重

大创新工程，新建产学研合作 2 个，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 STS 项目等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

项目的批复，获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专利奖等重要荣誉 9 项。2017 年上半年，公司新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2 项，新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截至 6 月 30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202 项。 

融合共享强化协同效应。进一步加快由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发展，2017年上半年，公司与国

际金融公司、华夏银行资管共同发起设立金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将汇聚种植业产业链全球资源，

通过平台打造和整合，为中国农民提供诸如土壤修复、全程作物营养解决方案、农作物品质提升、农机具

销售租赁、农技培训指导、机播手代种代收、农产品品牌打造、产销对接、农业金融等全方位的农业服务。

公司参股了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 10%的股权。上半年，公司通过“增效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服务+定点

生产”的模式，积极推进与上游及同行企业的合作，积极构建行业共创共享生态圈。 

全面管理保障公司稳健发展。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加强内部管控能力。公司继续将管理优化、质量提升、安全生产等作为重

点工作，全面预算、计划调度、强化执行考核，公司运营、质量和日常管理水平提升显著，人才队伍建设

越来越受到重视，重奖励、严考核得到有效执行。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 2017〕 15 号） 的规定，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

关借款费用。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

“财务费用”项目列报。 

备注：本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财务费用 -11,854,300.00 

营业外收入 -11,854,30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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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增加以下公司纳入合并报表：金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万连步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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