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952                                                  公司简称：苏垦农发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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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三、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之“（四）可能面对的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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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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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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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1,37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275,600,000 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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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垦农发 6019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恒 杨帅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36号

苏垦大厦11楼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36

号苏垦大厦11楼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电子信箱 skiad_ltd@163.com skiad_ltd@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自主经营种植基地为核心资源优势，涵盖农作物种植、良种育繁、农产品加工

销售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业务的全产业链规模化国有大型农业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稻麦种植、

种子生产、大米和食用植物油加工及其产品销售、农资贸易。 

公司以自主生产粮食为基础，通过承包和流转土地从事稻麦原粮（含商品粮和种子原粮）种

植，通过下属龙头子公司从事稻麦种子生产和大米加工业务，主要销售水稻种子、小麦种子、大

米、小麦等农产品。同时，公司以自主经营种植业基地需求为支撑，形成规模化农资采购优势，

取得优质、优价的化肥、农药以及秧盘等农资供应。公司坚持并大力发展以“自主经营基地”、“规

模化”和“全产业链”为特点的现代农业，并辅以信息化技术，在水稻种植和大米加工方面运行农产

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和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充分实现农产品源头可追溯、风险可管控、流向可

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保证农产品安全优质。 

同时，公司依托自身品牌及渠道优势，坚持“以种业、米业为主，多产业并举的全产业链发展

战略”，立足现代农业，精准布局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依托控股子公司金太

阳粮油，从事食用植物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全面布局健康油脂产业，进一步拓展公司农副食

品加工业务，丰富公司“从农田到餐桌”产品线，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坚持以全农

服务为中心，完善“农资+农技+农机+农产品+农业金融”现代农服体系，全力打造苏垦农服成为“互

联网+金融+现代农服+规模种植户”的一体化农业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构建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新

业态；依托苏垦园艺，从事园艺、花卉、苗木等的研发及产品销售业务。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稻麦等粮食种植 

公司通过 19 家分公司在自主种植基地上种植水稻、小麦以及大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公司的自

主经营基地全部位于江苏省内，主要集中于苏北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纵向跨越江苏省南北，种

植业务采取统一经营和发包经营两种经营模式，统一经营模式采取“五统一”管理方式。公司种植

业生产的水稻、大小麦原粮等粮食产品主要用于苏垦米业的大米加工业务和大华种业的种子生产

业务；同时，部分水稻、小麦以及大麦等原粮面向市场销售。公司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控制和食品

安全，积极建设标准化体系化产品生产体系，重点建设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系统，实现对条

田环境、稻麦种植、农资投入品、大米（种子）生产加工、运输、仓储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

化管理全覆盖，充分实现“全员参与、全产品覆盖、全过程管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目标，确



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2）种子生产业务 

公司种子生产业务主要为水稻种、小麦种以及大麦种等的选育、制种、加工和销售，由全资

子公司大华种业（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大华种业在制种环节采取以“公司+基地”为主、以“公

司+农户”为辅的方式制种而取得种子原粮，再将种子原粮加工为种子后对外销售。大华种业的“公

司+基地”制种方式是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内容，依托自主经营规模化种植基地有效保证制种

环节种子原粮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同时，根据不同年份气候变化对品种生长的影响，大华种业采

取“公司+农户”制种方式作为补充，主要委托大华种业各分子公司周边农户制种而取得种子原粮。 

公司生产的种子产品主要包括水稻种（主要为粳稻种）、小麦种、大麦种、玉米种等，主要销

售区域为江苏省内及周边省份。其中，大小麦种子和水稻种子是本公司的主导种子产品。 

（3）大米加工业务 

公司大米加工业务由全资子公司苏垦米业（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大米加工业务的稻谷

原粮以自产为主、对外采购为辅，主要产品大米可根据用途不同分为民用米和食品工业米。苏垦

米业已建立 ISO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苏垦

米业大米产品纳入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是本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内容，可以实现从消费

者至稻谷原粮种植田间全过程的信息追溯。自 2008 年起，苏垦米业开始建设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2019 年底大米的稻谷原粮种植基地可追溯面积为 82 万亩；苏垦米业拥有先进的精米生产线 14 条，

2019 年大米加工线设计生产能力为 37.5 万吨/年，实际生产大米为近 26 万吨。 

苏垦农发民用米主要为中高档粳米，主要销往江浙沪区域，部分销往广东、福建等其他十余

省市，与苏果超市、杭州联华、农工商超市、盒马鲜生、上海联华等大型连锁超市建立了稳定的

业务合作关系，并在苏州、杭州等多地开设品牌直营店。同时，苏垦米业凭借可靠的质量保障，

成为 2013 年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2014 年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餐厅大米供

应商；取得了向南京市主城区中小学食堂供应大米的资格，并供应大米产品。苏垦农发食品工业

米主要销售给亨氏联合、百威英博啤酒、青岛啤酒、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娃哈

哈集团等大型食品企业或酒类企业。 

（4）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 

公司食用植物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由控股子公司金太阳粮油（含其下属子公司）运营。

金太阳粮油专注于健康、绿色、中高端类食用油研发与精深加工，其主要采用采购原料油（原油、

毛油）及油菜籽后，通过原材料压榨、浸出，原料油精炼、灌装等先进生产技术流程，最终制成



成品食用油对外销售。金太阳粮油现拥有超过 27 万吨的精炼产能、年灌装 30 万吨产能的灌装生

产线及配套的注塑吹瓶生产线，拥有独立的压榨生产线、浸出生产线；同时还是农业农村部“国家

油菜籽加工技术研发中心”，拥有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等共 20 项专利。  

金太阳粮油旗下拥有“葵王”、“金太阳”、“地中海皇后”等多个品牌，产品结构以葵花籽油、

菜籽油、大豆油为主，调和油、玉米油、橄榄油等其他油品为辅；产品规格以散油为主，以小包

装、中包装油品为辅。产品供货大润发、农工商、苏果等全国连锁超市，精品油销售覆盖江苏、

上海、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同时，金太阳粮油一级葵花籽油还是福临门、鲁花等国内

知名品牌优选供应商，也是中粮、恒大、中储粮等企业 OEM 战略合作企业。 

（5）农资贸易业务 

公司农资贸易业务主要为化肥、农药、秧盘等农业物资的采购和销售，由全资子公司苏垦农

服（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苏垦农服业务模式主要包括对内保障供应和对外社会化服务，

对内保障供应是指作为“五统一”生产管理模式的重要一环，苏垦农服根据统一种植模式下农资使

用数量、质量、型号等方面的要求，统一向公司各种植业分公司供应农资；对外社会化服务是指

基于对内农资保供形成的优质、低价的采购渠道，自 2018 年下半年起苏垦农服以包括“农资供应、

农技咨询与培训、协调金融支持”等业务在内的全农服务，对接自营基地周边区县的规模化种植户，

助推农资销售，提升区域内农业种植现代化水平。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苏垦农发种植业业务和种子生产

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农业（代码 A01）行业，大米加工业务和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制

造业”之“农副食品加工业”（代码 C13），农资贸易业务所处行业属于“批发和零售业”之“批发业”

（代码 F5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苏垦农发的种植业业务和种

业业务所处行业属于谷物种植（A011）行业，大米加工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之农副食品加工

业之谷物磨制之稻谷加工（代码 C1311），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之农副食品加

工业之植物油加工之食用植物油加工（代码 C1311），农资贸易业务所处行业属于批发和零售业之

批发业之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之化肥批发和农药批发（代码 F5166 和 F5167）。  

（1）稻麦种植业情况  

目前，我国粮食种植业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体的组织生产形式，国家实行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粮食种植业作为国计民生产业，竞争性并不明显。随着国家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政策的推广以及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稻麦种植业将向产业化发展，规模化种



植是农业生产的趋势和方向，农业科技创新将成为提高农业单产和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未来将

出现越来越多的组织化粮食生产企业。 

（2）种子行业情况  

目前，我国种子行业因农作物种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存在显著的区域性经营和集中度较低

的特征。2011 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推动下，种业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确保了

国家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同时，国内大型种企不断通过产业并购等方式整合行业资源，使得优

质资源得以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提升大型种子企业的规模化优势。 

近年来，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种业企业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数量以及品种审定数量已

全面超过科研教学单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逐步显现。目前，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所有水稻

和小麦品种均是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有力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用种安全。2014 年 5 月 30 日，

农业部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水稻玉米品种审定绿色通道试验指南（试行）》，允许有实力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自行开展自有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绿色通道试行后，种子品种

审定的速度明显加快，2017 年新审定种子品种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通过绿色通道审定，大型种

子企业可以快速将研发成果进行市场转化，从而进一步巩固自身优势。 

（3）大米加工行业情况  

①大米加工行业总体格局  

我国大米加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普遍差，产能利用率较低。而且，大

米加工企业存在“小、散、低”的状况，严重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大型龙头企业。近年来，大米加工行业产能过剩已经显现，加工企业争夺粮源和销售市场的竞

争十分激烈，正逐步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且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大米加工行业

面临着“洗牌”格局。 

②华东区域大米加工行业竞争格局  

由于大米加工行业的区域性特点，其竞争主要体现在区域性竞争方面，具体竞争格局表现为

小规模大米加工企业之间在低端市场的竞争以及区域性优势品牌和全国性品牌在中高端市场之间

的竞争。在各区域市场，前述竞争形式均同时存在。华东区域作为我国水稻主产区域，大米加工

企业之间也面临着较为激烈的竞争。中粮控股、益海嘉里、华润五丰以及其他粮食系统背景的大

米加工企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 

（4）食用植物油行业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消费者对于食用植物油的需求量不断提升，食用植物油加工



行业蓬勃发展，但自 2011 年开始，我国食用植物油市场产能开始严重过剩，市场竞争激烈，行业

整体盈利能力下降，行业优势资源不断向竞争力强的企业集中，市场份额排名前 15 的食用植物油

加工企业的产能占我国总产能的 85%左右。同时，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普通油品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满足特定消费者对营养、健康的需求，具有营养、保健、美味的特

种食用油产品呈现出巨大市场空间，生产工艺先进、质量较高和生产过程安全的中小包装产品和

以葵花籽油、玉米胚芽油为代表的高档食用植物油市场份额不断提高。 

（5）农资贸易行业情况 

近年来，因产能过剩造成的供需倒挂、产品价格下跌和日益严格的安全、环保监管，再加上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到负增长的持续实施，化肥农业行业目前仍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和产品、

技术双升级的关键阶段。同时，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近几年我国农业呈现出土地流转加速、

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去小农化的发展趋势，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龙头企

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猛。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化肥销售企业

及化肥产品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升级化肥农药产品结构和终端农户用肥用药体验，将成

为化肥农药经销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胜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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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056,846,535.09 6,985,417,319.83 15.34 6,610,551,204.69 

营业收入 8,027,819,758.01 4,883,604,777.17 64.38 4,315,517,64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1,370,021.44 605,440,569.79 -2.32 557,195,32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3,006,894.05 477,890,228.73 1.07 488,930,37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09,809,393.41 5,594,099,929.06 5.64 5,200,659,35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8,924,855.11 351,632,573.65 87.39 619,244,832.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44 -2.27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44 -2.27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36 11.25 减少0.89个百分点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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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048,494.66 1,812,119,715.09 2,086,678,326.41 2,857,973,22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127,520.15 110,373,159.01 152,554,123.79 204,315,2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6,806,849.22 89,613,173.74 132,656,118.43 163,930,75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051,539.37 -76,270,730.78 134,407,647.21 698,839,4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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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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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0 934,896,426 67.84 934,896,426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0 33,800,000 2.45 33,800,00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15,999,766 15,999,766 1.16 0 无   其他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605,310 9,027,727 0.66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

行－易方达基金臻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6,793,280 6,793,280 0.49 0 无   其他 

叶国林 3,679,870 5,362,170 0.3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1,182,490 4,553,442 0.33 0 无   其他 

张祖约 2,638,860 2,922,260 0.2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彤 1,224,400 1,224,400 0.0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民生通惠资产－农业

银行－民生通惠聚信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0 1,107,501 0.08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其全资子公司江

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 35%）。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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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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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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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收入及资产总额均较上年大幅增加，受最低收购价下降

及粮食市场行情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略有下滑。 

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80.28 亿元，较上年增长 64.38%；合并利润总额 6.55 亿元，较上年

增长 0.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91 亿元，较上年下降 2.33%。报告期末，公司合

并总资产 80.5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5.34%；合并负债总额 18.0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8.36%；

资产负债率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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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需要对公司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执

行上述新准则没有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参见本公告第十一节财务

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之“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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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农垦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江苏农垦园艺科技有限公司、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共 5 家二级子公司纳入报告期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