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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 中基                     公告编号：2022-013 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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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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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江 任远 

办公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

国资大厦 7 层 

新疆五家渠市 22 区北海东街 1699 号六师

国资大厦 7 层 

传真 0994-5712067 0994-5712067 

电话 0994-5712188 0994-5712067 

电子信箱 xingjiang@chalkistomato.com renyuan@chalkishealt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是兵团重点支持发展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地

域和自然优势，致力于发展番茄 “红色产业”，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世界第三，产品行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

主要食品企业长期、固定的原料供应商。不仅有力地拉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十余万兵团职工和地方农户增

收致富，为兵团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秉承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的战略。公司所属“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认定为全国番茄行业唯一的“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公司的“ChalkiS”牌番茄酱被商务部评定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名牌

产品；公司“中心实验室”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认定；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通过相关部门评定。公司产品番茄红素

软胶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唯一指定使用的番茄红素保健食品。  

番茄“红色产业”承载着兵团人的传统与使命，光荣与梦想。公司将通过以市场为导向转变经营机制，加强市场营销和成

本管理，着力改善番茄产业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公司未来发展将坚持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深化国企改

革为动力，转变机制，引进人才，增强活力，提高效益。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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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82,336,138.44 582,505,841.85 17.14% 740,282,44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523,652.38 176,043,839.46 -57.10% 441,936,607.5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74,451,612.86 22,966,067.61 659.61% 213,188,82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20,187.08 -265,892,768.05 不适用 4,975,77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214,960.35 -129,860,055.27 不适用 -113,681,23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674,681.95 -9,889,117.18 不适用 142,656,99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4 不适用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4 不适用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2% -86.05% 
同比减少 6.13 个 

百分点 
1.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0.00 3,125,663.72 4,233,801.45 167,092,14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79,751.27 -26,320,734.46 -8,548,581.94 -45,671,11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79,751.27 -27,165,179.97 -7,567,304.99 -41,502,72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90,802.51 6,859,104.53 -242,288,845.23 72,145,861.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86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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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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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59,6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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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7%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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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新疆绿原鑫融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22,71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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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新疆双河国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 19,44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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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 
国有法人 0.92% 7,120,196 0   

张维林 
境内自然

人 
0.65% 5,008,700 0   

杨建 
境内自然

人 
0.47%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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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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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全年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本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3.7 条，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审核同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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