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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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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农开发 60035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天昊 蒋才斌 

办公地址 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领先商业写字

楼12层 

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领

先商业写字楼11层 

电话 0997-6378598 0997-6378568 

电子信箱 Edward_Wu@yeah.net 52548029@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种子及其副产品加工及销售、乳制品加工及销售以及甘草深

加工产品的加工及销售，各项业务由专门子公司进行。种子加工及销售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

塔河种业开展，主要经营产品涉及棉花（包括长绒棉、陆地棉、彩色棉、抗虫棉）、水稻、小麦等

大田作物种子以及瓜果、蔬菜、苗木花卉种子及农药、微肥等。乳制品业务主要通过公司控股子

公司新农乳业开展，主要经营业务奶牛养殖、原奶收购，液态乳以及奶粉等乳制品的生产销售。



甘草制品业务主要通过公司独资子公司新农甘草开展，主要经营产品甘草浸膏、甘草浸膏粉、甘

草霜、甘草酸粉、甘草酸单铵盐、甘草总黄酮、甘草多糖、甘草酸二钾盐和甘草甜味素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种子加工及销售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通过自己的科研机构及良繁场培育繁殖和提纯原种，将原种通过自有扩繁基地以及销售给签

订了预约扩繁合同的团场进行扩繁种植。自有扩繁基地种植收获后种子籽棉、原粮等农作物归公

司所有，预约扩繁基地种植收获后公司按照委托扩繁合同约定回收种子籽棉或毛籽进行种子生产。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团场（合作社）”的模式进行种子繁育，并利用自有加工能力完成制种等程

序。皮棉作为棉种加工副产品而产生。  

（3）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种子销售模式主要通过自有经销体系销售，部分区域采用代理销售。  

2、乳制品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乳制品业务主要原材料为原奶，采用自有牧场和长期订单下的市场统一询价价格收购。（2）

生产模式  

液态奶采用以销定产生产模式，由公司利用自有加工能力加工生产。奶粉采用以销定产生产模式

与存货生产模式相结合确定生产规模。  

（3）销售模式  

新农乳业主要利用自有销售渠道销售，在部分区域采用代理模式销售，并通过电商平台扩大销售

覆盖范围。  

3、甘草制品业务  

（1）采购模式  

甘草采购过程中，在公开询价的基础上，公司针对甘草的质量、物流费用等因素分别定价。（2）

生产模式  

新农甘草的主要产品为甘草浸膏、甘草浸膏粉、甘草酸单铵盐、甘草霜、甘草酸。年初公司根据

市场上一年的占有率情况及市场发展趋势，制订生产计划。期间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对生产计划进

行调整。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的是自主销售和代理销售两种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种子加工及销售业务 ：整体来看，种业还处于行业调整期，特别是棉种行业，受种植面积下

降、种子更新速度加快等影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2、乳制品业务 ：从总体上看，我国奶业发展起步晚，增长迅猛，但人均乳品消费水平依然偏低，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3、甘草制品业务：甘草是我国中药材的最主要品种之一，中医素有“十方九草”之称。据初步统

计，至今从甘草中已分离得到 100 多种化合物。在国际市场上，从甘草中已经提取出 20 多种有

效成分，广泛使用于医药、食品、烟草、化妆品等方面。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54,784,560.73 2,139,870,910.16 2,139,870,910.16 -18.00 2,555,101,774.47 

营业收入 550,803,077.66 626,562,733.17 626,562,733.17 -12.09 1,084,701,43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25,227.07 -217,765,020.74 -217,765,020.74 103.82 33,781,09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4,201,028.28 -116,375,289.27 -116,375,289.27 19.05 -251,232,07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3,022,535.59 466,039,700.89 466,039,700.89 -4.94 694,128,31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2,306.67 25,360,643.11 25,360,643.11 -97.78 -65,783,14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7 -0.57 103.5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7 -0.57 103.5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2 -37.36 -37.54 

增加

39.18

个百分

点 

4.9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9,483,963.44 95,253,540.69 67,723,508.59 268,342,06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1,710.11 11,001,633.98 -30,437,122.99 26,679,00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52,287.19 -23,218,147.87 -30,482,104.97 -41,853,06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36,441.49 6,404,361.79 28,127,060.99 5,967,325.3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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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7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0 153,815,575 40.32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2,513,811 0.66   无   未知 

伦志斌 0 1,000,000 0.26   无   未知 

刘浩 720,000 720,000 0.19   无   未知 

陈彩霞 634,500 634,500 0.17   无   未知 

王春 616,600 616,600 0.16   无   未知 

黄艳霞 560,800 560,800 0.15   无   未知 

李保刚 551,400 551,400 0.14   无   未知 

陈学敏 492,900 492,900 0.13   无   未知 

王燕 480,000 480,000 0.13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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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生产皮棉 14,196 吨，棉种 3,555 吨，甘草制品 964.3 吨，液态奶 23,278.7

吨；全年销售皮棉 13,495吨，棉种 5,306吨，甘草制品 482.95吨，液态奶 22,528.88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

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

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五、

（十）。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 1日 

应收票据 7,825,542.40 -7,825,542.40 0.00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7,825,542.40 7,825,542.4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057,077.87 -55,057,077.87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60,559,243.64 60,559,243.64 

其他应付款 229,897,062.77 -1,633,415.85 228,263,646.92 

其中：应付利息 1,633,415.85 -1,633,415.85   

短期借款 469,000,000.00 747,374.50 469,747,374.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5,317,261.15 548,654.72 195,865,915.87 

长期借款 230,151,282.74 337,386.63 230,488,669.37 

其他综合收益   5,502,165.77 5,502,165.77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 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057,077.87 -15,057,077.87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22,770,713.61 22,770,713.61 

其他综合收益   7,713,635.74 7,713,635.74 

其他应付款 233,188,966.69 -1,146,782.16 232,042,184.53 

其中：应付利息 1,146,782.16 -1,146,782.16   

短期借款 370,000,000.00 614,941.16 370,614,941.1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7,000,000.00 194,454.37 117,194,454.37 

长期借款 203,000,000.00 337,386.63 203,337,386.63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年 1月 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河种业”）、新疆阿拉

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甘草”）、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名“阿

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乳业”）、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新农化纤”）4家子公司。 

本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塔河种业在其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大红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红园

林”）少数股东减资后，吸收合并了大红园林，导致合并范围减少。 

除上述变化外，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