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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 中基                         公告编号：2020-050 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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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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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江 朱沛如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 802 号 3 栋 7 层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 802 号 3栋 7层 

电话 （0991） 8852110 （0991） 8852972 

电子信箱 xingjiang@chalkistomato.com zhupeiru@chalkistoma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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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694.08 200,278,061.07 -9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44,193.51 28,211,162.6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941,821.34 -29,072,063.0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08,897.15 33,811,759.1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36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36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6% 6.23% 同比下降 16.8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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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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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171,568.81 740,282,440.65 -1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7,192,414.00 441,936,607.51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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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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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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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124,769,223 124,769,223 

质押 59,621,900 

冻结 0 

新疆汇丰城市建设投资管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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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顺头 
境内自然

人 
3.04% 23,443,600 23,443,600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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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21,942,583 21,942,583 

质押 0 

冻结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

一农场 
国有法人 2.54% 19,608,290 19,60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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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林 
境内自然

人 
0.57% 4,417,300 4,4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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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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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为适应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及转型升级的需要，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红色番茄工厂停机停产，为公司换

来喘息的机会和改革的空间，避免陷入更大危机，旨在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整合优化资源，降低公司负担，推进业务转型，

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及转型升级的需要。 

2、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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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打好企业改革攻坚战，继续着手对部分下属子公司股（产）权进行处置，旨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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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3、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常州市众壹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新疆道地药材及饮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常态化

防疫专项—新疆应急医疗防疫物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股票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发生改变，变更为医疗、医药产业研发、

生产、加工、批发。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经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21,694.08元；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744,193.5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397,192,4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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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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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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