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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6                            证券简称：ST 慧业                            公告编号：2020-032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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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半年度报告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

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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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良 独立董事 因公 楼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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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业 股票代码 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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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晋 -- 

办公地址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 58 号 -- 

电话 0515-88881908 -- 

电子信箱 zhny@dongyi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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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2,653.86 725,423,280.84 -2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26,090.97 -23,574,646.26 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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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85,177.02 -29,367,160.62 扭亏为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171,448.58 -58,498,370.4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2 -0.0166 扭亏为盈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2 -0.0166 扭亏为盈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0.76% 增加 1.8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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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301,206.52 3,831,660,039.26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4,199,982.43 2,164,524,860.2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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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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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江动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6% 369,704,700 82,500,000 

质押 369,700,000 

冻结 369,704,700 

郭志伟  境内自然人 1.13% 16,062,13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7% 6,607,873 0   

高文元  境内自然人 0.43% 6,141,000 0   

顾俊明  境内自然人 0.41% 5,778,102 0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0.38% 5,361,400 0   

叶家生  境内自然人 0.37% 5,262,800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

L PLC.  

境外法人 0.32% 4,557,383 0   

蔡伟强  境内自然人 0.28% 4,005,600 0   

傅引芳  境内自然人 0.27% 3,8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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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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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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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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突发的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国际环境则呈急剧变化态势，公司所处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异常

复杂多变。在此特殊的外部环境下，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52,0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3万元，业绩同比

扭亏为盈。 

上半年经营分析 

从营业收入看，公司报告期国内、国外市场收入占比分别为46.04%、53.96%，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地区构成为国内收入23,950.05万元，同比下降29.09%；国外收入28,072.21万元，同比下降27.59%。

本期国内收入的减少是公司基于资源配置和业务模式调整考虑，上半年基本暂未开展国内供应链贸易业务所致。而公司通机

业务OEM客户B&S因战略和经营调整等因素导致上半年业务量减少则是公司2020上半年出口业务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

上半年在疫情全球逐步蔓延，多国经济停顿，甚至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背景下，公司进出口团队全力奋战，以变应变，基本

守住了海外传统市场的基本盘。 

从生产组织看，公司在疫情期间成立了防控和复工领导小组，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组织复工复产。在做好疫情全方位

防控和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组织复工复产的申报，科学有效安排后勤、生产、采购、物流等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有效克

服了疫情对公司生产的重大不利影响。 

从经营策略看，经过“有进有退”的业务整合后，公司报告期着重经营效率和经营质量的提高，以持续盈利能力的恢复、

夯实和提升为现阶段关键经营目标，为后续公司转型和产业扩展奠定基础。短期内公司将以现有业务结构为框架，国内加大

减速机、铸件及零配件的资源配置，通机业务则加码于大客户的维护开拓，以及新品研发和市场拓展。 

从经营结果看，虽然报告期收入同比有所减少，但通过前期多项措施的逐步实施，公司毛利率水平保持稳定，管理成本

显著降低，经营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再叠加美元汇率小幅升值，以及大宗材料价格有所下跌等因素，公司报告期经营实现

盈利。 

下一步经营策略 

拓展国内市场：公司国内业务多年来皆与农业产业链相关。现阶段国家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心之一即紧盯国内市场，一方面做大做强现有国内业务，

另一方面分析公司的优劣势，寻找农业产业链上新的发展机会，为做大国内业务挖掘机会。 

抢抓外贸商机：公司持续十几年在细分领域保持出口第一的地位，并拥有稳定的海外市场和海外业务团队。在继续拓展

现有司内产品出口业务的基础上，公司计划逐步开拓“全球买、全球卖”业务，抢抓进出口贸易机遇，搭建新团队、引入新机

制，将此业务作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重视人才建设：公司发展将以人为本，积极推动人才培养，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同时持续研究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活

员工积极性，并合理控制风险，为公司未来发展提高人才保障。 

寻求产业转型：关注宏观环境、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动态，未来通过内涵和外延的双路径，寻求新产业、新技术发展机

会，促进公司转型和高水平发展能力的建设。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为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公司产品与农业、农民以及农机行业息息相关，未来前景广阔。下一步公司

将继续采取措施，在规范运作前提下，重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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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改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对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无影响。 

上述新收入准则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0 年 1 月 1 日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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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48,134,591.01  -    48,134,591.01                  -    

合同负债        42,596,983.20        42,596,983.20  

应交税费         5,537,607.81         5,537,607.81  

母公司财务报表：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4,475,359.97   -    4,475,359.97                  -    

合同负债         3,960,495.55         3,960,495.55  

应交税费           514,864.42           514,8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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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向志鹏 

二 O二 O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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