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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1-08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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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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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农 股票代码 00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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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恒 雷泽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

关村大厦 1901A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

关村大厦 1901A 

电话 010-82856450 156-5207-8320 

电子信箱 cwbgs@dbn.com.cn leizeli@db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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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268,065,953.19 8,991,726,823.48 6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8,776,305.87 893,072,289.84 -4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6,798,992.20 771,217,341.10 -5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4,433,244.38 518,895,427.58 -13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2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2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 8.62% -4.19%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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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6,233,110.61 24,041,748,998.06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619,639,368.63 11,015,444,461.02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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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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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邵根伙 
境内自然

人 
28.28% 1,171,094,399 940,263,157 质押 

677,909,4

00 

北京大北

农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7% 85,556,083 0   

邱玉文 
境内自然

人 
1.73% 71,640,396 0   

#杨林 
境内自然

人 
1.52% 63,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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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雁青 
境内自然

人 
1.40% 57,833,599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4% 55,494,570 0   

#甄国振 
境内自然

人 
1.22% 50,586,747 0   

#李凤琴 
境内自然

人 
1.05% 43,295,814 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华内

需精选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2% 38,200,000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银华同

力精选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5% 3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杨林，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63,000,000 股，合计持有 63,000,000 股股份。 

2、甄国振，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026,747 股，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38,560,000 股，合计持有 50,586,747 股股份。 

3、李凤琴，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7,5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43,278,314 股，合计持有 43,295,814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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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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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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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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告编号：2020-11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

〔2021〕135 号）（公司公告编号： 2021-026 ）。 

2、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告编号：2020-112）。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自 2021 年 2 月 4日至 2021 年 3 月 5日止，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根伙先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2,589,810股，累计减持比例 1.99%，详情请

见公司在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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