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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 中基                          公告编号：2019-035 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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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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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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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江 董事 工作原因 李豫 

王以胜 董事 工作原因 李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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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中基 股票代码 0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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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豫 邢江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 

传真 （0991） 8816688 （0991） 8816688 

电话 （0991） 8852110 （0991） 8852110 

电子信箱 liyu@chalkistomato.com xingjiang@chalkistoma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是兵团重点支持发展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地

域和自然优势，致力于发展番茄 “红色产业”，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产品行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

主要食品企业长期、固定的原料供应商。不仅有力地拉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十余万兵团职工和地方农户增

收致富，为兵团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秉承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的战略。公司所属“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认定为全国番茄行业唯一的“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公司的“ChalkiS”牌番茄酱被商务部评定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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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公司“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认定；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通过相关部门评定。公司产品番茄红素

软胶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唯一指定使用的番茄红素保健食品。 

2018年是公司化解风险、走出困境、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国际番茄酱价格持续下滑，屡创历史新低。公司党委充

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根据《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落实“四个一批”

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切实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不断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合公司2018年度生产经营规划，为了更好的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整合优化资源，降低公司负担，推进业务转型，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的番茄酱制

品已全面停产，并拟对部分下属子公司股（产）权进行处置。 

番茄“红色产业”承载着兵团人的传统与使命，光荣与梦想。公司将通过以市场为导向转变经营机制，加强市场营销和成

本管理，着力改善番茄产业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公司未来发展将坚持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深化国企改

革为动力，转变机制，引进人才，增强活力，提高效益。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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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26,669,589.53 517,710,604.78 517,710,604.78 21.05% 588,176,013.79 588,176,01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3,854,369.08 36,689,853.12 26,583,871.80 -1,694.40% -254,111,462.52 -254,111,46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42,680,243.98 -126,309,286.79 -136,412,768.11 -2,147.78% -260,298,827.75 -260,298,82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6,334,994.00 -176,181,920.66 -176,599,014.87 136.99% -206,922,771.39 -206,922,77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5 0.03 -1,933.33% -0.33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5 0.03 -1,933.33% -0.33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9% 4.28% 3.10% -67.49% -26.48% -26.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226,692,417.36 2,445,329,852.45 2,347,205,366.00 -47.74% 2,412,637,151.91 2,412,637,1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38,488,610.56 882,362,014.79 878,016,764.47 -50.06% 831,844,874.38 831,844,874.3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7,328,180.62 288,682,794.71 101,822,430.00 188,836,18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81,246.45 -73,864,895.45 -33,374,719.87 -306,633,50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0,334,821.25 -75,057,001.81 -33,717,106.66 -423,571,3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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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7,367.83 61,338,213.54 106,215,491.54 242,373,921.0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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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0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0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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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6% 119,243,804 119,243,804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7% 100,000,000 100,000,000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0% 50,103,596 50,103,596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22,717,509 22,717,509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双博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22,042,555 22,042,555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五一农场 国有法人 2.54% 19,608,290 19,608,290 
质押 0 

冻结 0 

姜顺头 境内自然人 2.54% 19,593,371 19,593,371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1,102,550 11,102,55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7,120,196 7,120,196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军户农场 国有法人 0.72% 5,525,419 5,525,419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六师国资公司、国恒投资、军户农场三家股东均隶属于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六师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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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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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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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是兵团重点支持发展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地域

和自然优势，致力于发展番茄 “红色产业”，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产品行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主

要食品企业长期、固定的原料供应商。不仅有力地拉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十余万兵团职工和地方农户增收

致富，为兵团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秉承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的战略。公司所属“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认定为全国番茄行业唯一的“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公司的“ChalkiS”牌番茄酱被商务部评定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名牌

产品；公司“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认定；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通过相关部门评定。公司产品番茄红素

软胶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唯一指定使用的番茄红素保健食品。 

2018年是公司化解风险、走出困境、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国际番茄酱价格持续下滑，屡创历史新低。公司党委充

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根据《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落实“四个一批”

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切实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不断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合公司2018年度生产经营规划，为了更好的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整合优化资源，降低公司负担，推进业务转型，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的番茄酱制

品已全面停产，并拟对部分下属子公司股（产）权进行处置。 

番茄“红色产业”承载着兵团人的传统与使命，光荣与梦想。公司将通过以市场为导向转变经营机制，加强市场营销和成

本管理，着力改善番茄产业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公司未来发展将坚持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深化国企改

革为动力，转变机制，引进人才，增强活力，提高效益。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100.00% 72.51% 92.74% 

0.72% 12.97% 15.4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军户农场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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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大桶番茄酱 519,702,876.01 -317,511,890.59 -21.38% 77.49% 不适用 19.6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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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天津中辰制罐有限公司，2014 年2 月28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委托给天津万事

达印铁包装容器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托管期间：2014年5月1日-2018年4月30日，自2014年5月1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19

年4月16日，经董事会审批，托管期间应纳入合并范围，对期初数进行了重新更正。 

（二）更正事项对2017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 对2017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货币资金 123,748,644.37 656.77 123,749,301.14 

其他应收款 10,292,873.09 620.02 10,293,493.11 

存货 900,939,643.30 1,169,294.52 902,108,937.82 

长期股权投资 155,480,000.00 -155,480,000.00 0.00 

固定资产 758,403,215.09 56,184,942.24 814,588,157.33 

应付账款 388,715,975.39 -60,943,659.98 327,772,315.41 

应付职工薪酬 21,647,217.47 1,493,514.65 23,140,732.12 

应交税费 8,196,030.78 721,239.09 8,917,2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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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678,145,001.34 466,724.66 678,611,726.00 

预计负债 40,844,387.80 -35,517,054.55 5,327,333.25 

未分配利润 -1,065,117,711.07 -4,345,250.32 -1,069,462,961.39 

2. 对2017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对2017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 对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2017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68,023.16  323,982.78  8,392,005.94  

 管理费用  54,962,123.63  9,779,832.33  64,741,955.96  

 财务费用  43,711,804.76  -705.79  43,711,098.97  

 资产减值损失  51,868,718.82  372.00  51,869,090.82  

 营业外支出  3,075,479.49 2,500.00 3,077,979.49 

4. 对2017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对2017年度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5. 对2017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项目 2017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1,367,356.54 1,107.79 71,368,464.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684,751.42 323,982.78 19,008,734.2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7,152,188.78 94,219.22 127,246,408.00 

6. 对2017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对2017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无影响。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已通过在新疆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66%股权，该转让

事项已完成，本期合并报表中除利润表外，其他合并报表未纳入天津中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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