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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1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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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坛股份 股票代码 00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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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胡秋 王心波 

办公地址 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电话 05354658717 05354658717 

电子信箱 xtzq@sdxiantan.com xtzq@sdxiant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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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189,705.67 1,084,303,343.90 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2,689,699.53 88,857,058.88 35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82,633,573.57 66,636,146.68 4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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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0,933,036.07 -18,268,413.27 2,13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29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29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5% 4.1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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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028,181.86 3,098,381,424.01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6,174,374.80 2,448,048,845.77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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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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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寿纯 境内自然人 28.92% 134,100,000 100,575,000 质押 22,500,000 

曲立荣 境内自然人 26.40% 122,400,000  质押 35,955,000 

王可功 境内自然人 1.10% 5,1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华

内需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其他 0.88% 4,100,00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弘永定

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8% 4,091,226    

姬大庆 境内自然人 0.85% 3,931,135    

申万菱信基

金－工商银

行－华融国

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74% 3,423,02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事件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1% 2,838,885    

唐静 境内自然人 0.51% 2,370,725    

刘爱英 境内自然人 0.51% 2,347,1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寿纯与曲立荣为夫妇，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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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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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 年，国内白羽肉鸡行业延续了 2018 年持续攀升的景气度。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监测数据，我国白羽祖代肉

种鸡引种数量自 2015 年以来，已经持续四年收缩，祖代年引种量每年不足 75 万套。国内祖代引种数量下降，父母代种鸡存

栏量也持续下行，导致今年上半年父母代肉种雏鸡和商品代雏鸡价格高位运行。商品代肉鸡出栏量减少，毛鸡价格亦呈上涨

趋势，终端鸡肉消费需求旺盛，鸡肉作为健康的优质蛋白正被消费者认可和接受，消费端对鸡肉产品的需求强势增长。供给

端供给不足，消费端需求增加，再叠加环保政策、非洲猪瘟等因素，导致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升，2019 年上半

年的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 

公司独特的一体化经营模式，通过覆盖种鸡养殖、雏鸡孵化、饲料生产、商品代肉鸡养殖、屠宰和鸡肉加工及深加工等

业务环节，形成了从种鸡养殖到鸡肉产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从而将分散的多个生产环节有效整合，纳入公司的一体化管控

体系，形成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效减少市场供求波动对肉鸡养殖连续性、稳定性的不利影响。根据公司的战

略发展规划，2019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诸城市“亿只肉鸡产业生态项目”<合作协

议书>》。公司拟自筹资金或引进其它投资方投入人民币6亿元，诸城市人民政府拟通过财政引导基金出资人民币1亿元，共同

成立合资公司—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投资项目包括：生态饲料研发与生产、肉鸡育种与孵化、肉鸡养殖

小区、肉鸡屠宰、肉制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5,218.97万元，同比增长43.15%；营业利润42,517.72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377.14%；

利润总额42,464.76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36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68.97万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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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9%；基本每股收益0.87元，较上年度同期增长200.00%，其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产品销售

价格同比上升，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较上年度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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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寿纯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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