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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8-118 

债券代码：128026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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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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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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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兴菌业 股票代码 00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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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博书 钱晓利  

办公地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电话 0938-2851611 0938-2851611 

电子信箱 gstszxjy@163.com  gstszxjy@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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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4,653,870.65 319,753,062.98 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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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78,885.89 63,843,351.06 -4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342,188.50 35,025,742.91 -5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225,565.31 74,579,998.77 -1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4 0.1757 -42.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93 0.1710 -4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2.7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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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5,466,977.03 4,091,547,314.42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5,303,726.98 2,624,735,264.6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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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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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军 境内自然人 29.72% 110,956,615 83,217,461 质押 97,500,000 

田德 境内自然人 8.74% 32,632,277 24,474,208 质押 17,300,0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沪秦 54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00% 7,459,900 0   

长城国融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3% 7,190,476 0   

金元顺安基

金－农业银

行－厦门信

托－众兴菌

业2号定增投

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88% 7,028,986 0   

安徽中安资

本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 6,190,476 0   

甘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 5,523,809 0   

农银汇理（上

海）资产－农

业银行－华

宝信托－投

资【6】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47% 5,476,1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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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斌 境内自然人 1.16% 4,330,767 4,328,675 质押 2,000,000 

上海财晟富

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3,54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田德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陶军的姑丈，为一致行动人；袁斌、田德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除上述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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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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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水众兴菌业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 

众兴转债 128026 2023 年 12 月 13 日 91,994.26 

第一年 0.4%、第

二年 0.6%、第三

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4.12% 35.61% -1.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2 12.05 -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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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种业种植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本报告期，金针菇产品价格呈现较大幅度回升转而又迅速跌入低谷的剧烈波动特点。在 2017 年第二、三、四季度无明

显淡旺季界限，价格低迷、平稳的基础上于本年第一季度有较大幅度回升，至第二季度四月中旬转而迅速杀跌至历史低点，

直至六月下旬才呈现触底反弹迹象。今年第二季度金针菇价格出现历史新低，且低位价格持续时间较长的走势是公司没有预

料到的。从本年态势来看，由于近年来金针菇市场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资金的进入，使得产品产量持续增加，竞争日趋加

剧，而对消费者的有关金针菇食用文化仍处在培养期，尚未形成显著的“一荤一素一菇”的餐饮习惯，从而导致金针菇产品市

场在短期内出现供需失衡，价格低迷。 

然而，任何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和市场规律，利润率的逐步降低必然加速推动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对于资金实力

雄厚、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公司而言，短期内赚钱效应虽有所下降，但同时却增加了行业内的并购机会和长期的寡头竞争

优势。公司管理层认为中国十多年的工厂化食用菌种植历史仅仅是一个开始，仍坚定的看好未来中长期发展。故在经营管理

中始终秉承“优质、稳产、高效、和谐、安全”的十字经营方针不动摇，积极推进并稳步实现“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以金针菇为主，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 

项目建设方面，“年产 30,0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目（河南新乡金针菇一期）”和“年产 10,8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

目（甘肃天水四期）”稳步投产并逐步达产，“年产 32400 吨金针菇工厂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项目（武威众兴一期）”和“年

产 2 万吨双孢蘑菇及 11 万吨堆肥工厂化生产项目（安阳众兴）”在上半年的快速推进下已接近尾声。 “年产 30,000 吨金针

菇生产线建设项目（河南新乡金针菇二期）”、“年产 32,4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目（吉林众兴）”、“年产 2 万吨双孢蘑菇

及 11 万吨堆肥工厂化生产项目（定远基地）”等项目正在按进度有序推进。 

股权投资方面，公司根据发展战略于 2018 年 4 月在湖北云梦和安徽五河分别设立湖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五河众

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实施“食用菌工厂化种植项目”和“年产 40,000 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及 5,000 吨精深加工项目”，除

继续完善公司在全国布局外，上述公司的设立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产品在华中地区、华东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从而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融资方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顺利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90,290 万元，将

用于“年产 2 万吨双孢蘑菇及 11 万吨堆肥工厂化生产项目（安阳众兴）”、“年产 32,400 吨金针菇生产线建设项目（吉林众兴）”

和“年产 32,400 吨金针菇工厂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项目（武威众兴）”的建设，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01 月 03 日

上市流通。 

随着上述项目的建成投产以及新投资区域的布局，将不断扩大公司食用菌的生产规模，提高公司食用菌的市场占有率，

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公司食用菌销量相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40%，营业收入增长近30%，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未发生销售退回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1项，安徽定远基地新增土地使用权1项，剩余商标、品种权等重要无形资产在报告期内的无重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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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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补助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国家财政部2017年05月10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对公司政府补助会计政

策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2017年0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

行了修订，自2017年06月12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政府补助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

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0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

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0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中

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0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规定， 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

计入营业收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公司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列示

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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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新成立全资子公司湖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五河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从成立日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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