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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9                           证券简称：神农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8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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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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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科技 股票代码 3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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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凡斐 梁姝 

办公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

服务楼 

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

服务楼 

电话 0898-68598068 0898-68598068 

电子信箱 sndf2010@126.com sndf2010@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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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861,433.86  50,218,955.49  4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67,177.58  48,167,180.72  -1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6,538,147.44  40,537,026.31  -16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02,293.17  -2,587,878.65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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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47 -12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5 0.047 -12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4.49% 下降 5.9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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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769,703.44  1,105,393,533.35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4,781,818.69  928,648,996.27  -1.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8,0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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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欧劼 境内自然人 17.94% 183,666,101 60,950,252   

湖南省弘德资

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9% 96,147,909  质押 70,000,000 

杨西德 境内自然人 5.08% 52,000,000    

湖南省财信产

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4% 40,337,686    

深圳市前海锐

意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前海

锐意进取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9% 7,080,000    

周建禄 境内自然人 0.65% 6,681,401    

江西核工业瑞

丰生化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9% 6,085,155    

戴戎 境内自然人 0.40% 4,113,900    

姚金法 境内自然人 0.31% 3,205,800    

莫小军 境内自然人 0.31% 3,190,1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1、股东曹欧劼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1,267,003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2,399,098股，合计共持有公司股票 183,666,101股；

2、股东杨西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 股外，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0 股，合计共持有公司股票 52,000,000 股；3、

股东深圳市前海锐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前海锐意进取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0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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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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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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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收到股东湖南省弘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弘德”）的通知，湖南弘德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与杨西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2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08%）以 4.2 元/股的价

格协议转让给杨西德，转让总价为人民币贰亿壹仟捌佰肆拾万元整（小写：¥218,400,000 元）。本次协议转让前，湖南弘德

持有公司 163,867,9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本次协议转让后，湖南弘德持有公司 111,867,9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2021年 4月 29 日，公司收到湖南弘德出具的《关于股份协议转让完成的告知函》，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并领取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后，杨西德持有公司 5,200 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法定代表人：                        

曹欧劼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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