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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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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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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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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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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糖业 600737 新疆屯河、中粮屯

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学工 徐志萍 

电话 0991-6173332 0991-6173332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

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黄

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层 

电子信箱 jiangxg@cofco.com xuzp@cofc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493,522,596.61 17,102,447,652.37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25,055,434.14 7,180,940,499.40 2.0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48,439,433.86 1,112,431,394.89 30.20 



营业收入 9,402,822,644.45 8,316,190,553.90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9,436,674.43 350,129,925.37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4,973,477.91 371,937,210.97 -3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6 5.35 增加1.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83 0.1706 45.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83 0.1706 45.5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3,62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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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1.53 1,057,283,605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78 77,636,7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57 52,829,664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3 25,300,962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15,095,80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1 8,337,566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3 6,672,139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2 6,655,20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28 5,725,516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未知 0.23 4,729,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 之间



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既定的发展目标，认真贯彻执行经营计划，较好的完成各项工

作，公司继续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趋势。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03 亿元，同比上升 10.8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9 亿元，同比上升 1.59 亿元，主要是公司食糖业务盈利较好以及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一）食糖业务  

（1）国内制糖  

公司制糖部不断推进中粮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模式“订单农业+大户+规范种植+金融服务+农

业信息”，推进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不断夯实原料基础，提升原料管理水平。甜菜糖业务进一步

规范田间管理，提升机械化采收效率，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推进农业信息化运用。甘蔗糖业务

通过推进“双高”（高产、高糖）基地建设及经理人示范田，出台惠农政策、推广优良品种、加大

扶持农户的力度，持续提高原料种植面积，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引进先进工艺，取得较好的业绩。

公司自产糖销售不断提升以品质为基础的服务客户能力，并科学判断行情，抓住有利市场机会，

制糖业务整体向好。 

（2）贸易糖 

贸易糖持续多年创造较好业绩。2018年上半年，公司贸易糖业务部面对国际国内行业下行的

形势，克服困难，看准时机，较为准确的把握了国际、国内市场机会，利用市场、信息、信用优

势，扩大贸易量，为公司业绩做出贡献。  

（3）Tully糖业     报告期内，Tully糖业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供应链管理，突出了

管理层职能，使原料供应与生产的衔接更加平顺，提升了生产效率；严格按公司要求完善制度体



系，积极传达和推行中粮糖业和中粮集团相关制度和体系在海外的实施；制定五年规划实施技改

提升效率。    

（4）炼糖  

报告期内，唐山糖业努力在生产、质量、环保 排放、仓储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提升，确保生

产安全、食品安全。辽宁糖业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持续安全改造，通过技改消除安全隐患；环保

设备系统投运，取得相关许可证，达到环保要求；完善内控制度，通过品牌审核认证，以市场和

客户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二）番茄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番茄消费品业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中粮番茄调整优化组织架构，梳理管

理体系，优化激励制度，提升职能管理效率。 

中粮番茄始终坚持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机械化耕种模式，积极投入环保建设，开展可持

续农业合作，建立农民田间学校，保障农民经济利益。报告期内，中粮番茄积极落实原料种植情

况，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为生产期做好充分准备。截止目前，中粮番茄多家番茄工厂已经正常

开机进行生产。 

根据公司对番茄业务战略规划安排，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了持有的中粮番茄 66.67%股权，上述

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红土和鼎（珠海）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等九家公司对中粮番茄 66.67%股权摘牌，成交价格合计人民币 46436.7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尚持有中粮番茄 33.33%股权，为中粮番茄第一大股东。截至目前，公

司已转让的中粮番茄 67.67%股权尚在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非公开发行 

2016年下半年，公司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以及自身融资需求，适时启动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工作，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拓展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杠杆率，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72500 号）。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司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的问题进

行回复并公开披露，同时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0.43 亿元（含本数）调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不超过 6.54亿元（含本数）。 

2018 年 8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审

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