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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17-055  

债券代码：112109         债券简称：12南糖债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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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日交 董事 因公务原因 李建华 

孙卫东 独立董事 因公务原因 梁戈夫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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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糖业 股票代码 0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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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庆 无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0

号 
 

电话 （0771）4914317  

电子信箱 zqb911@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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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154,646.52 920,285,986.64 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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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583,564.08 -200,599,662.69 6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437,167.88 -212,427,521.41 5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7,960,446.99 -1,277,706,681.98 1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62 64.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62 6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15.53%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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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6,113,349.39 6,699,031,866.28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3,283,705.28 1,595,867,269.36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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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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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振宁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42.20% 136,768,800 0 质押 68,384,400 

喀什峰火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6% 3,115,615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其他 0.65% 2,099,976 0   

王继光 境内自然人 0.56% 1,8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量

化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50% 1,611,163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淘

金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0% 1,280,300 0   

澳门金融管理

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32% 1,053,000 0   

龚细生 境内自然人 0.27% 872,953 0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0.26% 8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

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2% 709,4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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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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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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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南糖债 112109 2019 年 09 月 17 日 54,000 7.2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7.37% 76.02% 1.3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 0.17 311.7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公司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发展的政策优势，依托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按照广西糖业“十三五”规划要求，根据公司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继续积极推进“做优存量，做大增量，打造百亿南糖”的战

略目标的实施。 

     1、根据中国糖业协会的统计，2016/2017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928.82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糖870.19万吨），相比上

制糖期增产了58.63万吨。其中甘蔗糖824.11万吨（上制糖期同期产甘蔗糖785.21万吨）；产甜菜糖104.71万吨（上制糖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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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产甜菜糖84.98万吨）。截至2017年6月底，本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603.16万吨（上制糖期同期销售食糖538.64万吨），

累计销糖率64.94%（上制糖期同期61.9%）。 

     2、报告期，面对全球食糖市场供应减产，国内食糖市场旺季不旺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层制定的销售政策执

行，在不同阶段采取了灵活方式和顺价方式结合，尽量避开不同阶段糖价剧烈波动带给公司销售的冲击。本报告期，公司（含

子公司）机制糖产量28.34万吨，与上年同期28.91万吨相比减产1.97%。公司2017年上半年白糖含税销售均价6891元/吨，比

去年同期5663元/吨提高1228元/吨。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315.46万元，同比增长29.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258.36万元，同比增长63.82%。 

     3、报告期内，公司蔗区雨水充足，利于甘蔗生长，公司重点抓好甘蔗田间管理工作，加强甘蔗病虫害防治及中耕培土

施肥，提高甘蔗单产。目前公司蔗区甘蔗长势良好。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努力探索甘蔗发展新模式，积极实施小块并大块土

地整合、土地流转等多种甘蔗发展新模式。公司着力于双高基地建设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截止2017年6月，公司蔗区已落实

实施双高基地建设面积共32.1万亩，为公司原料甘蔗的长足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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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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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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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肖凌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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