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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1                          证券简称：雪榕生物                          公告编号：2019-065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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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榕生物 股票代码 3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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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永康 茅丽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现代农业园区高丰路 999 号 上海市奉贤区现代农业园区高丰路 999 号 

电话 021-37198681 021-37198681 

电子信箱 xrtz@xuerong.com xrtz@xuerong.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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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184,136.06 807,289,292.24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582,412.83 31,188,798.90 27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1,132,898.10 -49,669,8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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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108,076.28 121,579,316.14 136.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7 2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7 2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4% 2.23%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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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479,311.71 3,892,502,755.55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5,053,923.62 1,568,970,171.77 4.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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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萍 境内自然人 31.00% 133,085,500 128,314,125 
质押 76,985,000 

 32,000,000 

余荣琳 境内自然人 10.51% 45,131,189 33,848,392 质押  

深圳市云图资产

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云图优选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8.85% 38,000,000    

诸焕诚 境内自然人 5.36% 22,993,610 17,245,207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0% 6,003,413    

德州均益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5,484,262    

丁强 境内自然人 1.05% 4,486,370 3,364,777   

张继承 境内自然人 1.03% 4,410,824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小

盘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512,565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银

行"薪满益足"天

天薪人民币理财

计划 

其他 0.54% 2,335,2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杨勇萍、余荣琳、诸焕诚、德州均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强为公司发起人。

杨勇萍担任公司董事长，余荣琳、诸焕诚担任公司董事兼高管，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协议受让杨勇萍38,000,000股股份成为公

司前 10 大股东，但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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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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种业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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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食用菌行业工厂化企业产能急速扩张，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落后产能逐步淘汰，优势龙头企业获得了更多的

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食用菌行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2019 年公司生产质量全面稳定及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往年第二季度为传

统的销售淡季，食用菌产品价格处于低位，而 2019 年第二季度食用菌产品销售价格受市场扩容及一些中小企业逐步退出市

场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明显。同时，随着公司规模效应的进一步显现，原材料及包材采购成本同比下降。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3,184,136.06 元，同比增长 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582,412.83

元，同比增长 270.59%；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108,076.28 元，同比增长 136.15%。 

相较以前年度，本报告期内，贵州生产基地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和管理水平，贵州生产基地产品质量明显提升，盈利水平

明显改善，已步入稳定生产阶段，2019 年 1-6 月贵州基地实现销售收入 28,459.5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14%，实现净利

润 1,411.45 万元，较去年同期实现的净利润-5390.97 万元增长了 6,802.42 万元，盈利水平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下半年贵州基

地仍将保持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新生产基地建设，完善生产布局，其中公司海外生产基地泰国雪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正加

速推进建设进度，预计明年一季度实现投产。此外，公司引入甘肃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临洮

雪榕的战略投资者，加快甘肃临洮精准扶贫产业园新建项目的建设，预计年底前建成投产，完成公司西北市场布局，填补公

司全国布局战略中暂缺的重要一环，也为当地打赢扶贫攻坚战尽一份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营销中心在产销同区的战略优势下，围绕重点区域及重点渠道持续推进销售精细化运营，基于“稳定供应、

新鲜捷达”的合作原则，通过市场直通或物流直达等运作模式，提升渠道供应链效率，巩固核心市场主导权和话语权；与商

超系统、连锁餐饮系统、网络直配平台建立了稳固的区域合作并进一步向全国战略合作推进。围绕“一荤一素一菇，健康膳

食 365”主题，在销售终端开展消费教育，增强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和雪榕品牌的认知度，培育消费市场，加强终端品牌形

象建设，深化竞争防御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食用菌菌种的研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公司与上海市农科院合作的研发成果“工厂化金针菇系列新品种

选育及推广应用”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公司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校及同行业公司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提高食用菌行

业菌种的研发能力。 

    公司已有5个菌种通过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证部门 

1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雪榕金针菇3号） 沪农品认食用菌2011第004号 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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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雪榕金针菇8号） 沪农品认食用菌2011第005号 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3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雪榕蟹味菇） 沪农品认食用菌2011第007号 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4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雪榕杏鲍菇） 沪农品认食用菌2011第002号 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5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雪榕白玉菇H7） 沪农品认食用菌2012第002号 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报告期内，申请中的专利共有 15 项，公司与上海市农科院合作的研发成果“工厂化金针菇系列新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

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销售退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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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31日，威宁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威宁雪榕生物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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