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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0.SZ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A股）                    公告编号：2020-07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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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园牧场（A股）           

庄园牧场（H股） 
股票代码 

002910.SZ                 

01533.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予 潘莱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号甘肃省

商会大厦 B座 26层证券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号甘肃省

商会大厦 B座 26层证券部 

电话 0931-8753001 0931-8753001 

电子信箱 zhangqianyu@lzzhuangyuan.com panlai@lzzhuangyuan.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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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4,987,210.88 396,898,739.17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5,054.39 26,695,778.21 -1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44,512.59 23,726,567.83 -1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613,601.25 145,239,609.16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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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2.2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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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930,294.20 2,492,726,974.51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2,741,195.34 1,225,407,188.3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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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0 

（其中 A股股东 21746户、 

H股登记股东 1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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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8.42% 35,121,847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6.89% 32,197,400 32,197,400   

兰州庄园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20% 30,894,700 30,894,700 质押 30,000,000 

甘肃福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7% 15,000,000 15,000,000   

深圳市创东方

富凯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2,847,500    

胡开盛 境内自然人 1.00% 1,907,900    

重庆富坤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1,337,972    

天津创东方富

弘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974,200    

章健 境内自然人 0.40% 757,200    

其米 境内自然人 0.39% 74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马红富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控制庄园投资、福牛投资而实际支配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8,092,100股，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与庄园投资、

福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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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 H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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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2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12%，实现利润总额-364.4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了111.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润-197.5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7.4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继续布局上游奶源，加强牧场建设，报告期牧场进一步提高奶牛舒适度，提高精准饲喂，牧场的经营管理得到全面

提升，奶牛的产量、成牛头日产、头年产、繁殖指标均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公司正在建设中的“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

产业园项目”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司原料奶的供给，有利于进一步从源头上保障公司的产品质量，实现公司长期、稳定的

可持续性发展。 

公司引进奶牛养殖方面具备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进一步提升奶牛防疫和科学养殖水平，及进一步提升自

有牧场原料奶质量发挥重要作用。 

2、技术研发中心以消费者为导向来完善产品的配方、工艺和设备的优化配置，使产品具有针对性和特色优势，形成以

消费分析触发研发，以研发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消费需求的研发理念。报告期技术研发中心完成储备项目的研发，根据公司

行销策略陆续上市。 

报告期内，新研发项目“高原牧场纯牛奶”、“青海牛奶（含牦牛奶）”“牦牛乳酪酸奶”上市，获得市场认可。 

3、公司投资建设的 “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 于报告期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的正式投产在优化

生产工艺，丰富产品结构和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效果显著，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公司营销部门围绕社区社群的营销网络建设作为重点渠道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快线上销售体系建设，线上体系建设

完成将打通线上与线下销售环节，为消费者创造更为便利灵活的消费体验。同时，报告期进一步加强自有营销渠道建设，进

一步完善送奶到户配送体系，增加社区直营奶厅及合作门店建设数量，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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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公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

通过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00.00 万股（含本数）A股股票，用于“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

该预案已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的审议。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并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的受理，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3月24日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分别于5月12

日和5月26日在指定媒体刊登《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反馈回复的公告》和《关于对<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反馈回复修订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现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2020 年4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预案等进行了调整和修订，调

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调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300.00 万股。 

    2020年8月10日，发审委2020年第119次会议表决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无审核意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注：公司H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