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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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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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98,739.17 313,623,437.89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95,778.21 26,325,519.89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726,567.83 22,860,642.8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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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239,609.16 67,441,561.90 11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2.3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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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379,453.97 2,048,109,041.38 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8,363,391.33 1,184,406,733.1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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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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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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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香

港）经纪有限公

司 

其他 12.14% 23,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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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其他 2.35% 4,490,000    

重庆富坤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3,24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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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 
其他 1.16% 2,209,000    

胡开盛 境内自然人 1.00% 1,907,900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其他 0.95% 1,8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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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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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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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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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39,689.87元，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长26.55%；实现净利润约2,669.58万元，相对于去年

同期增长1.41%。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技术研发中心以低温产品为方向，差异化为特点的研发思路，共完成 七项产品的研发和改进工作，六项低温发酵乳

包括“优谷粒青稞”、“优谷粒燕麦”、“红枣枸杞”、“西柚芝士”、“黄桃燕麦”、“无蔗糖”；一项常温产品包括高原纯牛奶。 

同时，研发中心储备部分常温发酵乳产品配方设计和口味测试等工作。 

 

2、公司着力巩固甘肃、陕西和青海区域市场地位，并加强渠道下沉和营销推广，积极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

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拓展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大力推动渠道纵深发展，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及促销活动。 

 

3、为满足乳品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强公司新品研发和销售，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公司于紧邻原

榆中生产基地周边实施“日加工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该项目拟实现设备的升级换代、生产工艺的优化等进一步提升生

产的智能自动化水平生产工艺的升级改造，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认可度。 

 

4、为进一步加大自有奶源控制比重，公司于甘肃省金昌市实施“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自有奶供应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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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快速的发展；公司于2019

年上半年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84名股票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3,340,600股，授予价格为6.96元/股。该计划

的实施有利于吸引、留住优秀的管理、业务和技术人才，满足公司对核心业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建立公

司的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激发公司创新活力，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乳制品行业发展，并进一步明确了奶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并在分析问题和完善保障的基

础上制定了至2020年的奶业发展总体目标及细分任务，公司力争在此行业发展趋势下，通过以上工作巩固和提升市场占有率，

实现公司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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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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2018年修订）》（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

赁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

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及科目列报

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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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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