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40                          公司简称：新赛股份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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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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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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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股份 2017 年 1-6 月份实现合并净利润 12,546,073.29 元，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 5,878,904.36 元。2017年 1-6月份新赛股份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977,046.18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以前年度亏损未弥补前不计提盈

余公积。加上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185,279,059.76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

净利润为-184,302,013.58 元。经公司研究决定，本半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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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股份 60054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建江 高维泉 

电话 0909-2269378 0909-2268210 



办公地址 新疆博乐市红星路158号 新疆博乐市红星路158号 

电子信箱 1442197043@qq.com gmgsgwq@s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96,273,731.75 2,527,210,082.83 -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9,913,085.53 614,034,181.17 0.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07,065.78 51,404,415.1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99,690,924.54 180,395,103.87 28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8,904.36 -7,337,671.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61,172.41 -20,903,543.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29 -0.6768 增加1.629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5 -0.015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5 -0.0156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379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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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

公司 

国有

法人 

41.11 193,635,763 7,800,000 无   

张黎明 未知 1.06 5,014,505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

煌”160 号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1.02 4,790,000   未知   

丁闵 未知 0.8 3,781,474   未知   

吴宣东 未知 0.76 3,563,129   未知   

吴宏斌 未知 0.7 3,300,100   未知   

蒋全福 未知 0.67 3,168,835   未知   

深圳市汇金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汇金拓贰号私募基金 

未知 0.52 2,450,000   未知   

刘敏 未知 0.47 2,210,583   未知   

深圳市财智荟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财智荟 3号私募基金 

未知 0.47 2,20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隶属于新

疆兵团第五师国资委，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一主两翼，向优势资源转化”发展战略，抓住当前国

内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有利机遇，千方百计落实年初制定的一系列经营目标和举措，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从强化目标管理和优化资产结构入手，全力以赴盘活存量资产，

加大清欠力度，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瘦身减负等重点工作，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

投资增长、企业效益向好的势头。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 69,969.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7.87%；资产

总额 229,627.37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9.14%；负债总额 175,008.28 万元，比上年末

减少 12.21%；净资产 54,619.09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2.35%；实现净利润 1,254.61

万元,其中：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87.89 万元，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工作目标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强化组织领导，明确目标，确保各阶段任务顺利完成。通过年初制定生产

经营计划，对各项指标按月进行层层分解落实，按季度进行检查、评比、奖惩，重点

对经营方面的 16 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明确领导责任人、责任部门、目标单位和工

作时限，采取黄牌警告、诫勉谈话和组织处理等手段，使全公司上下形成积极干事、

尽心做事的良好氛围。 

（2）提质增效，深入开展对标管理活动。为切实提高公司整体发展质量和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各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水平，公司组织开展了企业对标管

理活动，今年 2 月公司制定并下发了 2017 年对标管理活动实施方案。各分子公司严

格按照本次对标管理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对照标杆指标进行全面比较、认真分析，及时制订了细化方案，将各项指标分解到车

间、班组、个人，把关键指标的升降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发干部职

工想办法、控成本、增效益的热情。 

（3）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认真强化预算管理。公司认真坚持以预算管理为基础，

严格控制各项费用开支，特别是重点是加强五项经费控制，及时进行跟踪、检查，并

严格审核把关，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反规定和制度的情况，一经发现总部将暂停拨

款，并要求限期改正，超出预算部分未经批准，由责任人自行承担。 

（4）加强清欠回收工作。认真做好欠款回收工作，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财务风

险。公司年初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欠款回收工作的通知》，对各分、子公司的各类

欠款进全面清理，下达年度清欠指标，成立欠款回收领导小组，落实相关人员责任，

制定清欠计划、考核与奖惩办法，使清欠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5）坚持创新驱动，推进转型发展。一是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公司

战略目标之一，将 QC 活动作为“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方式，以此进一步激

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夯实产品质量基础，降低生产消耗，提高经济效

益。二是不断完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平台体系建设，积极引进

高端专业人才，借助以上平台开展课题研究，依靠科技创新推进公司转型升级。 

（6）推进品牌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将实施品牌战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作为推动公司“一主两翼，向优势资源转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措施。不断加大品

牌建设力度，在维持“新赛”牌棉花、棉纱、食用油，“羚羊唛”牌食用油新疆著名

商标资质的前提下，计划将 “新赛”牌玻璃、氧化钙申报为新疆著名商标，目前申

报材料已报工商部门审核。 

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2017 年师下达固定资产计划 4500万元，截止目前已完成投资 3200 万元，完成全

年投资计划的 71%。其中：（1）棉业公司轧花厂技改项目已完成投资 2700万元。地坪

浇筑消防水池浇灌完毕，消防管网已开始施工。预处理设备、除尘器以及管道已完成、

配套电气正在安装调试中。计划 8 月底完成轧花厂 2017 年技改任务。（2）温泉矿业

矿山增储项目完成投资 300万元。矿山运输通道已完成施工，探矿工作正在探矿区进



行地质勘察，目前已完成 4 个平台取样，完成勘察任务的 70%，部分样品已进行成分

化验。预计 9月完成全部室外勘察钻探任务。（3）可利物流配套设施项目完成投资 200

万元。专用线整改工作已完成。配套运输道路及地磅、警卫室等配套设施均已完成，

项目已达到试运营状态。 

4、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和对兵团的定位要求，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工作重点，抓紧推进落实。

在下一阶段工作中，我们要按照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对策，

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确保全年公司整体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以做强主业为重点，提升自身盈利能力。①主抓棉业。在充分考虑公司整

体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全面分析，确定部分地域环境好、周边资源充足的轧花厂，做好

籽棉收购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 2017 年轧花厂技改工作；二是做好轧花

设备的检修工作；三是做好籽棉收购资金的统筹计划与安排；四是对 12 家轧花厂进

行认真梳理，按照年初制定的“瘦身减负”目标，有效盘活资产，提升棉业整体经济

效益；五是广泛收集、分析和熟悉棉花市场行情，根据籽棉、皮棉、棉籽及副产品价

格，倒算本年度保本盈利情况，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抢抓有限的收购时机，尽可能

提高籽棉收购的数量；六是采取产品采取顺价销售的办法，快进快出，减少产品库存

压力，同时降低相应的财务费用，力争效益最大化。②拓展油脂产品市场，在当前油

脂市场“低迷”时期，去产能、降成本、调结构、拓市场是今年公司油脂企业的重点

任务。各油脂公司：一是要加快库存棉油、棉粕的销售，必须在 9月初全部销售完毕，

加快资金周转与回笼，努力降低财务费用；二是做好资金筹划，为新榨季原料收购做

好准备；三是扎实做好榨油设备的检修，在节能降耗，降低费用上下工夫，确保新榨

季生产运行平稳正常；四是抓好原料的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工作，积极做好原

料市场的调研，根据原料、油、粕、壳市场价格，倒推测算收入与成本，在保本略有

盈利的情况下，抢抓时机，尽可能提高收购的数量，同时严把原料质量关；五是对于

生产加工出来的产品采取顺价销售的办法，快进快出，减少产品库存压力。③强化纺

织业，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力争尽可能落实相关纺织行业的各项补贴。并积极开拓纺

织市场，盘活存量资产，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实施订单生产和销

售，实现产销平衡，扭亏为盈。④改造、提升矿产资源。利用博乐正大钙业氧化钙生



产，积极推进氧化钙项目的合作；利用普耀建材二期建设节能玻璃深加工合作项目，

提高温泉矿业石英石的开采销售量，为温泉矿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⑤积极整合物

流行业。通过与外部物流行业的深度合作，加快物流行业整合的步伐。要想方设法扎

实推进可利物流铁路专用线试运营筹备工作，聚焦薄弱环节，千方百计推动可利物流

及早进入试运营状态，确保早投产、早运营，提高公司增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明确目标，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扎实开展“三季度冲刺”活动。三季度是

公司生产经营的关键时期，是实现全年经营目标的重要节点，要求各企业要细化、量

化三季度生产经营目标任务，深挖潜力、自我加压，把工作抓实抓细，制定可量化、

可操作、可考核的工作推进方案，确保任务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递、责任层层落实，

切实做到目标到岗、任务到人。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公司发展大局为重，敢想敢做

敢试，积极抢抓发展先机，大胆管理、创新发展，强化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确保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3）以品牌为支撑，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新赛”、“羚羊唛”品牌价

值，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升产品质量信誉；充分依托新疆地理优势，进一步扩大“新

赛”品牌影响力，争取将玻璃、石英砂、氧化钙产品申报为新疆名牌和新疆著名商标

产品。以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治区技术中心、综合实验室为创新平台，培育科

技队伍，围绕公司发展方向，做到研发项目与企业战略同向，产品升级与市场开发同

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全面推进下半年工作落实。严格按照年初逐项分解

落实的重点工作任务、责任目标，定人、定时、定责，采取每月一督查，每季一总结

的形式稳步推进。同时，各牵头领导要经常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对完成有难度的重点

工作和目标任务，要及时分析研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

推动。要进一步完善督查、督办机制，坚持督查和催办相结合，采取下发督办通知、

通报等形式，定期和不定期督查督办各项重点工作的进度和效果，及时表彰先进、鞭

策后进，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5）严控成本，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在目前公司资金全面收紧的情况下，要严

格控制各项成本、压缩期间费用，强化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的成本控制，营业成本

增幅要低于营业收入增幅，全力压缩一切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全力以赴保生产、

保运行、保效益。 

（6）以“一岗双责”机制，确保安全生产。做好维稳、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



作，切实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加强“红线”意识，重点加强矿产、棉花、油脂、玻璃

等高危行业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借鉴先进安全风险管理方法，促进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建设，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损坏事故，确保安全生产

的稳定局面。 

2017 年，对新赛股份而言，将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时间紧迫，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所以，公司上下必须紧紧围绕年初的总体安排、部署和要求，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鼓足干劲、狠抓落实，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工

作目标而努力奋斗。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