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股票代码：002509              股票简称：天广中茂              公告编号：2018-093 

债券代码：112467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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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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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广中茂 股票代码 0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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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盛 林思旭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新华南路

505 号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新华南路

505 号 

电话 0595-26929988 0595-26929988 

电子信箱 tgzq@tianguang.com tgzq@tiang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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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673,315.10 1,544,885,624.05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405,594.93 241,085,938.83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9,987,666.04 228,440,173.87 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5,914,987.65 -488,816,989.27 2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 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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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 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5.24% 下降 0.5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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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9,953,250.36 8,767,521,721.64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59,526,693.73 5,051,726,032.6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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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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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玉 境内自然人 18.36% 457,600,000 0 质押 57,999,999 

邱茂国 境内自然人 14.75% 367,625,882 277,608,000 
质押 367,057,782 

冻结 367,625,882 

方正东亚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聚赢 31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4.85% 120,800,000 0   

邱茂期 境内自然人 3.58% 89,315,868 66,986,901 
质押 89,315,868 

冻结 89,315,868 

陈文团 境内自然人 3.51% 87,420,000 0 质押 87,419,997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南金 3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6% 46,418,740 0   

深圳市安兰德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 44,011,674 19,475,974 质押 32,238,600 

深圳市裕兰德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 41,608,118 16,230,118 质押 31,159,4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开

云 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43% 35,626,354 0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致远建

诚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5% 31,091,1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陈秀玉与陈文团系姐弟，构成关联关系。股东邱茂国与邱茂期系兄弟，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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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股东深圳市安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裕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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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 1：邱茂国因其个人民间借贷（债务）纠纷，致使其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注 2：邱茂期因为邱茂国先生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致使其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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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广中茂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6 天广 01 112467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20,000 5.00% 

（2）公司债券信息评级情况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出具《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报

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6天广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AA级表示偿还债务的

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上述跟踪评级报告刊登于2017年6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下调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并将其列入可能降级观察名单的公告》，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A-”，公司发行的

“16天广01”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A-” （AA级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

约风险很低，“-”符号表示略低于本等级），并将主体及相关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上述公告刊登于2018年4月10

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

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列入评级观察”；同时维持“16天广0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上述跟

踪评级报告刊登于2018年6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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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公司发行的“16天广01”债券信用等级下调可能会被认定为清偿能力较弱，债券持有人可能会

要求公司提前回售“16天广01”债券。若发生上述情况，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公司在短时间内无法偿还债券面值和利

息，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债务危机。 

（3）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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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9% 41.85% 增加 2.8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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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10.36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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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种业种植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保持稳健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2018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8%，

其中建筑业同比增长4.5%，房地产业同比增长4.5%，农林牧渔业同比增长3.4%。2018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6.0%，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8.77%。但在中美贸易争端和金融“去杠杆”的大环境背景下，国内经济环

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压力，信用紧缩使得公司所处行业金融环境趋紧，且银行信贷更倾向于信誉较好的国企，使

得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 

2018年上半年，公司总体延续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从合并报表层面来看，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7,367.33万元，

同比增长8.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440.56万元，同比增长1.38%。但细分到三大主业来看，上半年发展

情况不一。园林绿化业务方面，受益于在手订单的累积及2018年上半年毛利率高的市政工程项目占比增加，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122,218.55万元，同比增长9.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13.78万元，同比增长12.06%。食用菌业务

方面，因国内食用菌产量的持续增加，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使得2018年第二季度金针菇销售价格远远低于往年同期，金针菇

收入及毛利率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6,473.71万元，同比增长13.18%；实现净利润3,723.85万元，

同比下降34.04%。消防业务方面，受销售疲软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销售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营业收入28,675.06

万元，同比上升3.12%。 

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和计划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同时控制工程项目的现金支出，尽最

大努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但受宏观经济环境及客户资金偏紧等影响，公司报告期内仍然回款不顺，但相较上期已有较

大改善，报告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591.50万元 ，同比增长23.1%。为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整

体竞争力，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资金需求，积极开展商业银行融资活动，报告期内使用银行授信额度26,354.0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40,445.98万元。若下半年经济发展持续下行，融资环境持续紧缩，公司正常的

融资需求可能将受到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集团财务管理，积极采取各种合理可行的措施回收款项，寻求更加有效的融资

渠道，努力将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对公司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报告期内，中茂生物食用菌生产量为 21,971.59吨，同比增加 19.07%；销售量为 21,884.41吨，同比增加 16.99%，库

存量为 541.33 吨，同比增加 1,523.18%，生产量、销售量及库存量大幅上涨系因中茂生物于 2017年 8月 10日收购福建嘉

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中茂生物合并范围，不涉及销售退回的情形。中茂生物商标、土地使用权等主要无形资产

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新增发明专利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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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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茂期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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