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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白宏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争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洋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54,004,931.49 1,754,784,560.73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2,516,613.32 443,022,535.59 2.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3,814.59 -39,936,441.49 162.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7,002,996.02 119,483,963.44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12,417.42 1,081,710.11 87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73,405.07 1,352,287.19 63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0.002 增加 2.3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03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03 8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11,002.8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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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86,987.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158.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1.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8,026.91  

所得税影响额 192,993.5  

合计 539,012.3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5,7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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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53,815,575 40.3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13,811 0.66 0 无 0 未知 

王元昊 1,992,500 0.52 0 无 0 未知 

浙江耀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耀康必升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32,800 0.38 0 无 0 未知 

叶薇 1,181,651 0.31 0 无 0 未知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128,007 0.30 0 无 0 未知 

伦志斌 1,000,000 0.26 0 无 0 未知 

靳涌  990,000 0.26 0 无 0 未知 

朱丹亚  957,401 0.25 0 无 0 未知 

钮金根 833,813 0.22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53,815,575 人民币普通股 153,815,57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13,811 人民币普通股 2,513,811 

王元昊 1,9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500 

浙江耀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耀康必升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2,800 

叶薇 1,181,651 人民币普通股 1,181,651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128,007 人民币普通股 1,128,007 

伦志斌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靳涌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朱丹亚  957,401 人民币普通股 957,401 

钮金根 833,813 人民币普通股 833,8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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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宏本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