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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19-08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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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农 股票代码 00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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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恒 雷泽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901A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901A 

电话 010-82856450 156-5207-8320 

电子信箱 cwbgs@dbn.com.cn  cwbgs@db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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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2,140,653.71 9,073,372,471.54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622,125.57 103,991,719.49 -6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10,934.20 36,435,592.88 -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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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59,151.44 -597,252,236.43 10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1.01%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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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6,681,312.34 18,095,720,578.33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02,533,984.44 9,778,885,025.6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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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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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境内自然人 39.42% 1,672,749,604 1,365,217,964 
质押 1,623,538,671 

冻结 48,157,348 

邱玉文 境内自然人 3.00% 127,132,184  质押 32,941,656 

甄国振 境内自然人 2.37% 100,756,614    

赵雁青 境内自然人 1.86% 78,946,162  质押 55,425,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6% 49,099,800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 48,680,935 0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积极策略 3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4% 39,815,97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33,497,909    

现代种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32,223,4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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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0% 29,663,321 8,424,1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邵根伙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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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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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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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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4,214.0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26%，营业利润

8,065.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8.13%，利润总额7,400.7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0.8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62.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67%。公司的经营绩效在2019

年上半年大幅下降，主要系：近年公司养猪业务扩张较快，受猪价行情及非洲猪瘟疫情的影

响，2019年第一季度由于养猪业务亏损较大，公司整体亏损。自二季度以来，全国生猪出栏

量持续减少，猪价已进入上升通道。随着公司出栏量增加，二季度养猪业务经营绩效环比增

长57.35%。目前，公司已积极补栏，能繁母猪和存栏生猪数量持续增加，下半年公司养猪产

业经营绩效将有较大提升。 

（一）主要业务情况 

1. 生猪养殖 

公司从2016年开始实施养猪大创业战略以来，成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八大养猪平台公司。

自上半年以来，公司陆续增加平台公司的持股比例，截至目前，公司持有河北大北农88.45%、

持有陕西昌农81.60%、持有安徽昌农60.78%、持有四川驰阳59%、持有武汉绿色巨农55.26%

的股权、持有广西大北农50.29%，仅有东北公司、浙江公司未纳入报表合并范围，下一步将

通过增资或者转股的方式，有望继续扩大养猪平台公司的持股比例。 

2019年上半年就公司生猪产能扩产推进而言，在陕西、河南、贵州、河北、内蒙、浙江、

新疆、湖北、江西等地9个猪场项目陆续开工，截至六月底公司已投产19万头母猪存栏能力，

在建4.6万头母猪存栏建设，已经具备10.5万头母猪的待建生产基地，公司控股养猪公司的生

产性生物资产较一季度环比增加75%。 

2019年上半年公司及参股公司生猪和种猪出栏量约97万头，同比增长26.64%，销售收入

131,082.10万元，同比增长92.19%；公司控股公司销售生猪48.48万头，实现营业收入64,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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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截至6月30日，公司及参股公司能繁母猪存栏约5.49万头，后备母猪存栏为11.91万头，

商品猪存栏约73.78万头。公司控股及参股平台公司养猪业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主要系公司

近年来加快养猪业的布局，通过、自养、扩建等方式增加种猪及生猪存栏量，为公司及各养

殖平台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2. 饲料产业 

根据行业数据和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受疫情的影响， 6月生猪存栏同比减少25%，

在此行业大背景下，公司饲料销售上半年受到部分影响，但公司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生产

成本和销售费用控制虽然销售收入下滑，但盈利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饲料销售收入为683,386.63 万元，同比下降11.67%；饲料销售量为199.48

万吨，同比下降6.09% 。其中猪饲料销售161.86万吨，同比仅下降8.66%；水产饲料销售16.68

万吨，同比增长6.21%；反刍饲料销售14.51万吨，同比下降4.24%；禽用饲料5.75万吨，同比

增长42.66%。 

3、种子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种子销量765.67万公斤，销售收入为20,107.61 万元，同比下降7.73%，

实现毛利润6,967.44万元，同比下降4.85%。水稻种子销售收入17,050.62 万元，同比下降7.30%；

玉米种子销售收入2,398.05 万元，同比增长6.37%。其中公司水稻销量降低主要受到国家降低

粮食收购保护价，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对种业研发的投入，规划品种产

出，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打造标杆示范户，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稳步打好

市场攻坚战。 

（二）研发情况 

公司在自身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其中养殖科

技项目22项、作物科技项目26项、互联网+农业项目13项。2019年，饲料研发体系新增设立《酶

制剂对于饲喂低蛋白杂粕日粮生长肥育猪生产性能的影响》等自主研发项目5项。由饲用微生

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主持的十三五重点研发课题《动物疫病生物防治性制剂研制与产业化》

《畜禽养殖绿色安全营养关键技术研发》进入中期研究阶段。2019年上半年作物科技产业牵

头承担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9年度）“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S4003.14产业化研

究（2019ZX08013003）”,其余承担两项国家转基因重大项目“新型抗除草剂基因的遴选优化及

在玉米、大豆中的育种价值明确”、“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与国际合作研究”目前

在研究阶段。2019年公司疫苗技术对外转让收入达到350万元。 

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增申请专利16件、授权专利50件2019年上半年，新增申请植物新

品种权41件（水稻12件，玉米29件）；新增申请商标1个、授权商标2个；新增自主选育通过

国家初审水稻品种14个、通过国家初审玉米品种8个；新增通过省级审定品种11个（其中水稻

9个、玉米2个）。 

（三）人才培养和储备 

人是大北农发展的唯一资源。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是保证大北农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物质

基础。公司注重科研队伍建设，形成一支内外联合、上下互动、持续创新的科技人才梯队。

实施以事业吸引英才、以待遇留住人才、以情感凝聚人才的策略，优化科技队伍的专业结构

和年龄结构，增强企业持续创新能力。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团队总人数14,935人，拥有161名博士、689名硕士和养殖专家

组成的1,400余人的核心研发团队，其中“海聚计划”人才2人，中关村“高聚工程”人才2人，北

京市科技新星3人。拥有近6,800名饲料产业推广服务人员，是行业内拥有专业推广服务人员

最多的企业之一。为适应公司战略转型，公司不断建立和完善先进的创新文化，培育具有中

国特色的大北农企业创新文化，增强创新自信；形成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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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创新的文化氛围；建设开放、平等、合作、民主的组织文化，尊重不同见解，承认差异，

促进不同专业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人才的融合；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为不同层面创新创业者

提供平等机会，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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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

益。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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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53户，详见财务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

公司本期度合并范围比上期度增加34户，减少9户，详见财务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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