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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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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李宝江 因公出差 赵军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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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3,802,619.10 元，母

公司的净利润-247,114,403.59元，公司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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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坤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路2号招

商银行大厦20层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区黄河路2号招

商银行大厦20层 

电话 0991-6173332 0991-617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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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中粮糖业是中粮集团食糖业务专业化公司，主营食糖业务，并有番茄加工业务；经营范围包

括国内外制糖、食糖进口、港口炼糖、国内食糖销售及贸易、食糖仓储物流及番茄加工。 

（一）食糖行业 



食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中粮糖业是我国最大的食糖生产和贸易商之一。目前，

公司在国内外具有完善的产业布局，拥有国内外制糖、进口及港口炼糖、国内食糖销售及贸易、

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运营体系。 

中粮糖业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下功夫，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提升制糖业务加工能力和水平，推进农

业供给侧改革，发挥贸易优势，为保障国内食糖供应稳定贡献力量。公司在广西、广东、云南、

新疆等优势糖料主产区运营装备精良、工艺先进的加工厂，不断提高产品品质，满足国内食糖市

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公司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投身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三农”，借助

产业优势，全力投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公司积极在海外

优势产区布局，澳大利亚 Tully 糖业年产糖 30 万吨。公司是我国食糖进口的主渠道，在港口炼糖

领域，公司在河北唐山曹妃甸有 50 万吨/年的炼糖能力，在辽宁营口有 100 万吨/年的港口炼糖能

力。在国内食糖贸易领域，是国内最大的食糖贸易商之一，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

国内用糖客户、促进国内食糖流通的重要力量。 

公司食糖产品包括精制白砂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等，主要客户包括亿滋（卡夫）、嘉吉、

可口可乐、蒙牛、玛氏、雀巢、伊利、好丽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二）番茄行业 

中粮糖业旗下的中粮番茄是目前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番茄加工企业，主要从事大包装番茄酱

的生产及出口业务，构建了从种子、种植、初加工、深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番茄制品全产业链

运营体系；在中国最优良的番茄产区新疆、内蒙等地拥有 30 万亩番茄种植基地和 18 家番茄公司，

在种子研发、种植管理、加工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立足 B2B 大包装出口商业优

势，不断拓展国内番茄制品、保健品等高附加值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番茄制品，致力于打造

成为“全产业链番茄专家”。 

目前公司年产大包装番茄酱约 25 万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 30%以上，主要出口欧洲、日韩、

独联体、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包括亨氏、联合利华、可果美、地扪、味可美、李锦记、

海天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5,555,000,281.22 17,102,447,652.37 -9.05 18,980,730,512.10 



营业收入 17,514,899,049.69 19,157,209,815.31 -8.57 13,557,145,517.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3,802,619.10 740,090,178.63 -31.93 515,047,856.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4,532,803.13 787,838,678.62 -51.19 370,135,292.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328,150,579.21 7,180,940,499.40 2.05 6,651,229,791.5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25,016,629.86 5,355,363,209.88 -54.72 -1,415,467,298.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55 0.3607 -31.94 0.25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55 0.3607 -31.94 0.251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6.90 10.70 减少3.80个百

分点 

8.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843,224,116.08 5,559,598,528.37 4,206,810,351.31 3,905,266,05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5,040,764.36 164,395,910.07 288,813,038.57 -294,447,09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06,645,383.20 -61,671,905.29 327,160,228.96 -187,600,90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0,136,723.61 1,768,576,157.47 2,225,620,240.99 -1,249,043,044.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3,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10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057,283,605 51.53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77,636,700 3.78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61,351,969 61,351,969 2.99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1,198,832 41,198,832 2.01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9,500 15,145,300 0.74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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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4,564 11,054,364 0.54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744,694 8,744,694 0.43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9,500 8,387,066 0.41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

行－外贸信托－外贸

信托·稳富 FOF单一

资金信托 

7,817,400 7,817,400 0.38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9,500 5,775,016 0.28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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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5.15亿元，同比下降 8.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亿元，同比下降 31.93%。利润下降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贸易糖经营量同比下降；自产糖

销售量增加，但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成本下降幅度，公司整体盈利水平下降。 

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同比大幅下降，相应财务费用减少 1.43 亿元；屯河水泥投资亏损 1.71亿

元；本年度公司持续加大提质增效及资产处置力度，产生处置收益 1.45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经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

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合并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1,119,479,107.38 元。 

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952,155,320.16 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104,197,020.62 元。 

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102,490,498.38 元。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

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 25,442.80 元。 

期初：其他应收款增加 151,594.88 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固定资产与固定资产清理合并为

“固定资产”列示 

无影响 

在建工程与工程物资合并为“在建

工程”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在建工程增加 2,536,875.96 元，工程物资减少 2,536,875.96 元。 

期初：在建工程增加 2,771,758.18 元，工程物资减少 2,771,758.18 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 1,774,985,215.24 元，应付票据减少

871,008,073.87 元，应付账款减少 903,977,141.37 元。 

期初：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 646,358,911.54 元，应付票据减少

21,391,565.47 元，应付账款减少 624,967,346.07 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 941,319,289.60 元，应付票据减少

804,407,961.88 元，应付账款减少 136,911,327.72 元。 

期初：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 155,102,775.71 元，应付票据减少

16,391,565.47 元，应付账款减少 138,711,210.24 元。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

合并为“其他应付款”列示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 21,596,243.21 元。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 26,568,593.21 元。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 19,343,022.83 元。 

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 23,530,609.99 元。 

长期应付款与专项应付款合并为

“长期应付款”列示 

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原计入“管

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为“研发费用”项目 

1.合并利润表： 

本期：管理费用减少 15,059,563.74 元，研发费用增加 15,059,563.74 元。 

上期：管理费用减少 6,130,163.45 元，研发费用增加 6,130,163.45 元。 

2.母公司利润表： 

本期：管理费用减少 5,725,685.97 元，研发费用增加 5,725,685.97 元。 

上期：管理费用减少 266,658.14 元，研发费用增加 266,658.14 元。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

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1.合并利润表：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 289,024,441.19 元，利息收入增加 54,544,933.53 元。 

上期：利息费用增加 432,383,348.33 元，利息收入增加 39,067,502.02 元。 

2.母公司利润表：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 213,569,958.32 元，利息收入增加 163,361,586.12 元。 

上期：利息费用增加 374,889,310.51 元，利息收入增加 314,287,083.85 元。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股东权益

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出售了中粮屯河廊坊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朔州中粮糖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粮屯河阿克苏果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粮屯河喀什果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

粮屯河伊犁糖业有限公司于本期办理清算注销；中粮屯河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未经营，于

本期申请破产清算。上述 6 家子公司，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