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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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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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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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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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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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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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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375,790,856.81 8,056,846,535.09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58,279,830.20 5,909,809,393.41 0.8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271,744.99 -174,322,270.15 154.08 

营业收入 4,066,176,498.35 3,083,168,209.75 3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4,070,436.79 234,500,679.16 3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1,752,364.54 186,420,022.96 5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38 4.14 增加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7 4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7 41.1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8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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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84 934,896,426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1.45 20,02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3 14,125,857 0 无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泉 
其他 0.48 6,629,227 

0 
无 

0 

方壮壮 境内自然人 0.47 6,509,921 0 无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托－淡水泉精

选 3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6,426,710 

0 

无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其他 0.45 6,229,090 

0 
无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6021 组合 
其他 0.42 5,817,693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0.41 5,609,71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36 5,000,05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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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以及农业灾害多发频发等多重压

力，公司秉持“三高一控”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周期性互补、风险性对冲”的现代产业经营思

维，主动作为、开拓进取，大战大考中展现国企担当，经济运行不断取得新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40.66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24 亿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公司上半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农业生产量质齐升 

报告期内，公司夏粮生产再创新高。小大麦总产、单产均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小大麦

总产 56.28 万吨，较上年增长 3.77%；粮食生产取得丰收的同时，夏粮品质依旧维持高位，入库

种子水分、纯度、净度、发芽率等指标全部符合质量标准；小大麦商品粮色泽正，容重高，病粒

少；啤麦净度、色泽、芽率、粒重等指标符合啤酒麦芽质量要求。 

（二）龙头企业竞进提质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影响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统筹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应对，各龙头企

业内强竞争力、外强拓展力，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大华种业突出做好品种研发、市场营销和质

量管控，多个品种自主选育稳步推进，品种测试鉴定和自育品系种性保持工作持续加强，市场营

销力度持续增加，6 个品种分别通过多个省份引种备案；苏垦米业突出做好稳生产、保供给、拓

市场，上半年大米产量同比增长 46.4%，积极借助国企担当提升企业品牌及市场形象，与雀巢中

国、旺旺集团、太太乐集团等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开拓抖音直播、微信商城等线上销售

渠道；苏垦农服突出做好对内保障、对外服务，全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保障公司农

业生产，同时对外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打造“农技+农资+农机+农产品+农业金融”的

新型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新模式；金太阳粮突出做好油品保供、市场开拓，响应抗疫保供号召，

履行国企责任，同时坚持以效益为导向，构建“线上+线下”立体营销体系，积极开展社区销售模

式，深化与经销商合作，强化自有品牌推广。 

（三）现代农业增效提速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高效、高质、高产、控本”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一

是农业生产全局管控力持续增强。持续调优种植结构和品种布局，优质品种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截至 2020 年夏播，公司优质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71.8 万亩。二是质控管理执行力持续强化。持续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构建“总部-分子公司-生产区（加工车间）-大队（班

组）”的全面质量管理组织网络，加强体系运行的监管考核，确保体系高效运行。三是“三高一

控”技术模式不断深化。公司创新集成以“双季争早、精确定量栽培”为核心，以“高效抗逆应



变、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实用技术推广应用”为关键的小麦高产稳产优质抗逆栽培技术体系，并

加强推广应用，推广适应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区域的播种技术和配套机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推行绿色精准新技术，同时坚持全流程、全节点控本管理思路，控本成效明显。四是土地流转有

序实施。突出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适时有序推进土地流转项目，截至 2020 年夏播，

土地流转面积约 19.15 万亩；同时，公司充分发挥公司管理及技术优势，创新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新模式，托管服务总面积约 4.10 万亩。五是绿色高产示范再创佳绩。公司持续推动绿色基地建设

与全面质量管理同步提升，同时 7 家分公司参加省部级小麦绿色优质高效模式提升活动，攻关田

亩均超 1350 斤，其中新洋分公司攻关田亩产 1655 斤，再度刷新江苏省小麦高产攻关新纪录。 

（四）科研实力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科研体制、加大科研平台建设与研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科研创新

对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上半年，公司制定出台科研创新激励方案，持续调优科研管理组织

机构。报告期内，公司科研成效突出，开发完成优质稻米精深加工产品 3 项，1 个小麦品种通过

国家品种审定，1 个玉米品种提交国家品种权申请，1 个品种通过国家联合体生产试验，12 个品

种参加国家、省级各类生产试验，36 个品系（组合）参加国家、省级各类区域试验。申报国家、

省级等重点科研项目 5 项、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1 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