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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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倩茹、刘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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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层 

电话 0997-6378598 0997-6378568 

电子信箱 Edward_Wu@yeah.net Liuby00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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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加工及销售、种子及其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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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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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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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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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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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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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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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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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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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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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751,879,686.69 1,754,784,560.73 -0.17 2,139,870,910.16 

营业收入 556,230,065.25 550,803,077.66 0.99 626,562,733.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241,556.44 8,325,227.07 359.35 -217,765,020.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16,760.68 -94,201,028.28 101.5 -116,375,289.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3,959,150.11 443,022,535.59 11.50 466,039,700.8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179,775.35 562,306.67 14,336.92 25,360,643.1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2 400 -0.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02 400 -0.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16 1.82 增加6.34个百分

点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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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2,996.02 95,607,210.89 81,068,399.38 272,551,45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12,417.42 -1,129,675.68 3,227,648.10 25,631,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973,405.07 1,788,319.44 2,473,822.35 -12,818,78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3,814.59 2,636,818.77 10,949,477.8 42,689,6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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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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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15,575 40.32   无   国有法

人 

新余赢在起点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703,200 2,703,200 0.71   无   未知 

朱运德 2,152,486 2,152,486 0.56   无   未知 

王茂芝 1,083,600 1,083,600 0.28   无   未知 

伦志斌   1,000,000 0.26   无   未知 

SUN SARAH YUE QING                                                                                                                   743,400 0.19   无   未知 

王颖实 650,000 650,000 0.17   无   未知 

张泓 600,000 600,000 0.16   无   未知 

王燕   524,000 0.14   无   未知 

杨仁美 482,600 4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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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4.37 吨，棉种 6149.97 吨，甘草膏、甘草浸膏粉 318.83 吨，

液态奶 22282.91吨，全脂淡奶粉 1896.08吨；全年销售皮棉 13209.43 吨，棉种 5078.26吨，甘

草膏、甘草浸膏粉 407.28吨，液态奶 22149.26吨，全脂淡奶粉 84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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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

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

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具体

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五）。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

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

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义务通常的履

行时间、重要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

承担的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

收入主要为销售棉花制品和乳制品取得的收入，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采用新收入准则

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

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

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

1 月 1 日余额 

预收款项 99,326,057.99 -98,310,743.30 1,015,314.69 

合同负债 不适用 91,708,136.30 91,708,136.30 

其他流动负债  6,602,607.00 6,602,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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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农发”）4 家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