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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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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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辉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

秀区厢竹大道 3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

秀区厢竹大道 30 号 

电话 （0771）4914317 （0771）4914317 

电子信箱 zqb911@sina.com zqb911@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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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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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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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191,332.27 2,300,919,077.86 -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072,742.47 40,168,240.99 -8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462,902.81 17,458,395.74 -36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9,953,813.54 -91,417,681.68 -51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2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2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4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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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790,107.46 5,824,780,347.81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6,926,652.77 121,253,837.89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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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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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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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13,828   

南宁振宁资

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50% 59,954,972 59,954,972   

蒋理 
境内自然

人 
5.00% 16,197,812 16,197,812   

易鑫 境内自然 1.31% 4,231,700 4,2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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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蒋红英 
境内自然

人 
0.75% 2,430,900 2,430,900   

李文国 
境内自然

人 
0.52% 1,680,000 1,680,000   

龚奇凌 
境内自然

人 
0.44% 1,432,601 1,432,601   

周莹 
境内自然

人 
0.38% 1,216,672 1,216,672   

殷实 
境内自然

人 
0.36% 1,180,000 1,180,000   

施煜 
境内自然

人 
0.32% 1,044,400 1,04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广西农投集团及南宁振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日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广西农投集团与南宁振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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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三、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内容，

报告期内的重大变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披露原因、影响及对策。 

公司的主营产品白砂糖主要用于食品、医药、化学及生物工业。主要客户

包括海天味业、加多宝、娃哈哈等需求量大、信誉好的大型食品饮料企业和广

西鼎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糖的专业经销商。报告期公司榨蔗量169.14万

吨，生产机制糖为23.19万吨。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从事机制糖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公司所处行业为制糖行业，制糖行业具有自己特有的生产特点，一般情况当年

11月至次年4月为榨季生产期。公司主要原材料甘蔗来源于公司与蔗农签订的订

单合同蔗区，包括南宁市六城区、武鸣区、宾阳县等甘蔗种植户。 

    报告期公司机制糖的销售仍维持经销商为主、终端为辅的经营模式。公司

糖的销售为现货交易，价格随行就市，采取顺价销售方式，公司主要参考郑州

白糖期货、南宁、柳州等主要食糖交易市场的现货价格、广西主要产糖集团的

销售价格综合确定。同时公司针对市场变化灵活运用，采取与战略客户通力合

作，保持重要客户良好关系，加强新客户的开发，以稳定市场份额。 

    2、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地位。 

    食糖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食品工业及下游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

与粮、棉、油等同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我国食糖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近

年超过生产量的增长速度，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消费增长潜力最大的食糖市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习惯的转变和消费

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农村食糖消费的增加，未来我国的食糖消费存在着巨大的

增长潜力。此外，我国食品工业、饮料业、饮食业等用糖行业的快速发展，也

推动了我国食糖工业消费的稳步上升。随着制糖行业逐步向优势地区集中和转

移，我国的产糖省区数量逐渐减少。广西是我国最大的原料蔗和蔗糖生产省份，

糖料蔗种植面积、原料蔗和食糖产量均达到全国总量的60%左右。广西作为全国

重点糖业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区位、资源、政策优势，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重

大机遇，全力推动糖业快速发展。目前，甘蔗产业已成为广西农业生产的优势

特色产业，也成为广西经济的支柱和中国糖业的支柱。 

    我国食糖生产整体上体现出“增产-降价-减产-涨价-增产”的周期性特

点。食糖和糖料的产量会受到上年食糖价格的影响，当上年食糖价格上升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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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时，在高糖价的刺激下，蔗农会增加种植面积和资金投入，导致当年食糖

产量大幅增加；与之相反，在上年食糖价格下降或处于低谷时，蔗农会减少投

入甚至改种其他农作物，导致当年食糖产量下降并带来食糖价格的回升。报告

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食糖消费需求下降，2020年行业处于

糖价下滑探底期，2021年报告期内，糖价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受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习惯改变和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

响，未来中国的食糖消费还将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董事长:莫菲城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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