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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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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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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明 独立董事 因公务请假 孙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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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糖 股票代码 0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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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正朋 李咏梅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

秀区古城路 1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

秀区古城路 10 号 

电话 （0771）4914317 （0771）4914317 

电子信箱 zqb911@sina.com zqb91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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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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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919,077.86 1,664,649,197.36 3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168,240.99 -498,216,182.66 10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58,395.74 -562,195,946.60 10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1,417,681.68 -975,004,093.52 8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82 11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82 11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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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6,939,089.60 5,341,962,444.35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1,793,738.03 70,991,002.30 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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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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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农村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70% 76,813,828  质押 38,40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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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振宁

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50% 59,954,972  质押 29,977,486 

蒋理 境内自然人 4.49% 14,547,812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2.90% 9,384,049    

易鑫 境内自然人 1.31% 4,261,000    

李文国 境内自然人 0.47% 1,510,000    

殷实 境内自然人 0.36% 1,180,000    

赵云洁 境内自然人 0.31% 1,000,000    

管建琴 境内自然人 0.29% 950,000    

赵锐 境内自然人 0.27% 8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广西农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一致

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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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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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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7 年南糖债 114276 
2017年 12

月 08日 

2020年 12

月 08 日 
50,000 6.50%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7 年南糖 02 114284 
2017年 12

月 18日 

2020年 12

月 18 日 
3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96.17% 97.26% -1.0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06 0.09 -33.3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以来,受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上半年

的生产经营面临一定的压力。公司扎实开展疫情防控有关部署，认真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同时紧紧围绕“稳主业”和“降本增效保盈利”的工作目标，统筹

兼顾抓生产经营工作，主动适应市场新形势，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大力推进改

革创新和资源整合，抓机遇转型生产熔喷布和医用防护口罩，积极采取的有力

措施做到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不误。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1、根据中国糖业协会的统计，2019/2020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1020万吨，

相比上制糖期减产了48万吨。广西总产糖量为600万吨，相比上制糖期减产了34

万吨。本报告期，公司（含子公司）机制糖产量24.08万吨，与上年同期43.56

万吨相比减少44.72%。 

    2、报告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及国内食糖市场消费疲弱的情况，公

司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层制定的销售政策执行，在不同阶段采取了灵活方式和顺

价方式结合，尽量避开不同阶段糖价剧烈波动带给公司销售的冲击。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091.90万元，同比增长38.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016.82万元，同比增加108.06%。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甘蔗糖份、

产糖率比上年提高，糖的毛利率提高了16.84个百分点。 

    3、报告期内，公司蔗区雨水充足，利于甘蔗生长，公司重点抓好甘蔗田间

管理工作，加强甘蔗病虫害防治及中耕培土施肥，提高甘蔗单产。目前公司蔗

区甘蔗长势良好。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努力探索甘蔗发展新模式，积极实施小

块并大块土地整合、土地流转等多种甘蔗发展新模式。经公司针对基地进行转

变经营方式、去除中间商等措施后，糖厂流转基地截止6月底已全部完成社会化

经营。公司着力于双高基地建设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截止2020年6月，公司蔗区

已落实实施双高基地建设面积共43.2万亩，为公司原料甘蔗的长足稳定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 

    4、疫情发生以来，公司深挖潜能，化危机为发展机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扎实开展疫情防控有关部署，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统筹兼顾抓生

产经营工作，主动适应市场新形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下属子公司

科研技术优势，主动研发适用于医疗和卫生防护用的熔喷布及口罩产品。为防

控疫情贡献力量，做到疫情防控与榨季生产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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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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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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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长：莫菲城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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