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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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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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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隆股份 股票代码 00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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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庆 徐   敏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 1777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 1777 号 

电话 0551-62634360 0551-62634360 

电子信箱 dongq@ahamp.com hlxumi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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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7,828,924.78 7,238,892,390.09 1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697,070.52 91,238,043.75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606,002.50 61,431,702.12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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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7,998,352.48 -172,386,782.06 -27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9 0.1271 14.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9 0.1271 1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4.05%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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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5,636,295.04 7,662,846,505.58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8,197,419.81 2,267,451,825.14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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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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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56% 291,075,375  质押 165,980,000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13% 8,133,124    

李永东 境内自然人 0.91% 6,522,150 6,522,150   

顾洪华 境内自然人 0.64% 4,624,450    

魏翔 境内自然人 0.64% 4,600,000 4,600,000   

程书泉 境内自然人 0.49% 3,494,95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48% 3,441,251 3,441,251   

刘亚志 境内自然人 0.47% 3,356,051    

王传友 境内自然人 0.30% 2,178,000    

李锐 境内自然人 0.30% 2,164,500 2,164,500 质押 1,623,3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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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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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顾洪华、刘亚志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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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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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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按照年初制定的“抓重点、控风险、强管理、增效益”12字工作

方针，以市场为导向，积极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趋势，立足行业形势新变化，深入

贯彻落实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把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保持稳定健康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创新经营模式、提升经营质量、管控经营风险，着力推动实体与资本融

合发展，取得良好实效。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7,782.89万元，营业成本775,746.96万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2.97%和12.52%，实现净利润12,236.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85%，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469.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5%。报告期内，主

要工作如下： 

（一）创新业务模式，经营成效显著。上半年，公司各板块创新业务模式，紧贴市场操

作，锐意进取、稳扎稳打，经营成效显著。化工贸易和产销保持持续增长，销售与毛利稳步

提高；农药全国代理产品销售模式初见成效，进行销售服务和飞防模式的新探索；工业板块

产销两旺，产量、规模、利润均创历史佳绩；进出口业务积极探索发展新渠道；境外经营克

服市场不利局面，保持利润稳定增长。 

（二）丰富网络内涵，提升综合服务。第一是配送中心进行新升级。在颍上、太和配送

中心试点建成硬件设施完善、经营品种齐全、网络基础扎实、农化服务兼备，集办公培训、

直营门店、商品展示为一体的“4s”店。第二是“以作物为中心”开展新服务。在开展草莓、西

瓜、葡萄、瓜蒌子四大经济作物系列服务的基础上，成立以经济作物市场为中心的经作团队，

强化跟踪，致力于经作和飞防模式探索，不断提升专业化服务程度，贴近终端、贴近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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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三）调整组织架构，着力风险管控。第一是公司顺利完成换届工作，并聘任新一届管

理团队，公司领导班子实现平稳过渡。第二是高度重视风险管控，坚持失败案例分析，连续7

年对经营工作中的失败案例进行自我剖析、自我反思，敢于亮丑，坚持追责。第三是建立重

大经营项目事前调研、事中跟踪、事后解决的动态监管流程，防范系统性经营风险。第四是

对合作供应商和客户进行动态调整，防范资金风险。 

    （四）持续推进党建，“两手抓，两手硬”。公司长期坚持党建工作不放松，主要开展“讲

忠诚、严纪律、立政德”党课学习，成立辉隆股份党总支，完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总支的

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各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组织成为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大年轻干部使用力度，提拔一批年轻人到岗位锻炼；

加强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与安徽财贸职业学院进行校企合作，设立“辉隆班”，为公司定向

培养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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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变更原因 

太和县辉隆现代农业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安徽辉隆新力化工供应链有限公司 新设 

浙江辉隆东部石化有限公司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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