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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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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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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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关村大
厦 1901

电话

010-82856450

010-82856450

电子信箱

chenzhongheng@dbn.com.cn

leizeli@db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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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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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8,991,726,823.48

8,142,140,653.71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3,072,289.84

33,622,125.57

2,55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71,217,341.10

3,210,934.20

23,91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8,895,427.58

7,459,151.44

6,85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1

2,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1

2,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

0.34%

8.2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20,984,505,975.63

18,904,149,244.36

11.00%

9,965,458,486.00

10,071,990,388.4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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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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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34.49%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446,969,2
04

1,208,210,473

邱玉文

境内自然人

2.62%

109,783,010

0

#甄国振

境内自然人

2.45%

102,7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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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74,900,000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2%

68,000,0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

61,940,654

0

#赵雁青

境内自然人

1.47%

61,521,97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7%

49,099,800

0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48,68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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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3%

47,300,000

0

2

数量

质押

1,268,207,2
74

冻结

48,157,348

质押

22,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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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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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甄国振，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1,210,014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31,500,129 股份，合计持有 102,710,143 股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2、杨林，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0,000 股股份，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数量 67,000,000 股，合计持有 6,800,000 股股份。
3、赵雁青，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5,001,743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6,520,227 股股份，合计持有 61,52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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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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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球。国内疫情在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得
到了有效控制，但疫情因素居民消费、餐饮业、养殖业等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一定的冲击，
目前仍在逐步复苏中。此外，中美摩擦升级，贸易冲突加剧，增加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
面对国内外经营环境的诸多不利因素，公司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下，快速做好疫
情防控措施，积极采取多项举措及时复工复产，助力民生物资保供。公司始终秉承以市场需
求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持续不断地加强市场推广，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公司主营业
务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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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9,172.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3%，营业利润
124,321.2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41.30%，利润总额 123,608.6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70.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307.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6.20%。
1、养猪科技产业
据农业农村部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受到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2020 年
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 25,103 万头，比上年同期减少 6,243 万头，下降 19.9%。二季度末，生
猪存栏 33,996 万头，比一季度末增长 5.8%，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629 万头，同比增长 5.4%，
比一季度末增长 7.3%。生猪供应仍存在缺口，上半年猪价维持高位运行，2020 年 1-6 月份
全国生猪均价 33.90 元/公斤。公司抓住行业机遇，提升场区生物安全防控，充分利用现有产
能并布局快速扩大生猪养殖产能。
大北农养猪科技产业现已在全国布局“9+1”养殖平台，具体包括：东北平台、华南平台、
中南平台、华北平台、西北平台、华东平台、浙江平台、驰阳平台、正能平台，一共 9 个养
猪平台，外加一个种猪事业部。拥有 84 家养猪公司，储备出栏近 3000 万头生猪的土地。在
核心原种猪布局上，拥有三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具备年提供 10 万头以上的优质种猪的生
产能力；在母猪扩繁扩产上，已投产商品猪场 75 个，可存栏基础母猪 24.6 万头；在建和准
备开工建设的猪场具备 15.1 万头的母猪存栏能力。
截止 6 月底，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7.95 亿元，比年初增加 3.61 亿元。公司加快了在云
南砚山、陕西礼泉、河北南皮、湖北恩施、安徽宿州、广西来宾、陕西铜川、江西泰和、江
西铜锣坪等区域的发展布局。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和参股公司销售生猪 64.84 万头，同比下降 33.08%，其中控
股子公司销售生猪 35.62 万头，同比下降 26.53%，但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上涨，公司控股和
参股公司销售生猪 266,407.21 万元，
同比增长 103.24%，
其中控股子公司销售生猪 137,038.90
万元，同比增长 111.44%。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生猪存栏 144.28 万头，同比增长 81.66%，较年初增长
65.08%，其中母猪（不含 15.53 万头后备母猪）存栏 17.20 万头，同比增长 213.31%，较年
初增长 80.77%。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生猪存栏 77.23 万头，同比增长 48.36%，比年
初增长 74.10%，其中母猪（不含后备母猪）存栏 10.50 万头，同比增长 198.72%，比年初增
长 100.16%。
2、饲料科技产业
据饲料工业协会已收集样本数据，2020 年上半年我国饲料总产量为 11,407 万吨，其中
猪饲料 3,536 万吨。受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双重影响，猪料产量同比减少较明显，猪料仍
处在恢复态势。2020 年 6 月猪料产量实现自 2018 年 10 月份以来首次同比增长，预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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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饲料产业景气度会持续回升。
公司各饲料企业狠抓生物安全防疫工作，添置洗消设备，改造工艺流程，强化原料源头
检测、全员提高安全防疫意识，为养殖户和各养猪平台公司提供安全卫生的饲料产品。公司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利用多年技术储备，精选营养配方，加强技术服务，研发
生物饲料新技术、
无抗饲料技术和高端料营养设计项目，为公司饲料产品的成长性提供支撑，
为未来发展布局。
报告期内，在行业非洲猪瘟影响的大背景下，公司饲料销售收入为 662,534.93 万元，同
比下降 3.05%，饲料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73.92%。饲料销售量为 189.92 万吨，同
比下降 4.79%，其中猪饲料 131.27 万吨，同比下降 18.90%；水产饲料 17.09 万吨，同比增
长 2.47%；反刍饲料 19.51 万吨，同比增长 34.45%；禽用饲料 21.40 万吨，同比增长 272.32%。
3、作物科技产业
2020 年上半年，种业品种井喷，制种供大于求，库存积压等状况依然存在，制种行业
竞争依然激烈。随着国家转基因技术的放开，有望提升制种行业规模并重塑竞争格局，2020
年 7 月 15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2020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批准清单，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 DBN9858 玉米品种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此次获批玉米 DBN9858
性状产品能耐受标签推荐中剂量 4 倍的草甘膦和 2 倍的草铵膦，为抗性昆虫治理提供有效解
决方案，保障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种子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2.13%，种子销售数量为
875.91 万公斤，同比增长 14.40%；销售收入为 19,061.57 万元，同比下降 5.20%。水稻种子
销售收入 15,576.01 万元，
同比下降 8.65%；玉米种子销售收入 2,592.30 万元，同比增长 8.10%。
4、农信互联
公司农业互联网业务继续聚焦在数据智能业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底层数据服务及产
品。针对生猪产业，为适应非洲猪瘟大环境下行业参与者高度关注生物安全、智能养殖及远
程养殖模式，公司适时推出了农信智能猪场模式，引领行业向智能化养猪时代发展，进一步
打造以猪场为圆心的农信闭环业务生态。
（二）研发情况
公司在自身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其中养殖科
技项目 22 项、作物科技项目 20 项、互联网+农业项目 2 项。由饲用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牵头主持的十三五重点研发课题《动物疫病生物防治性制剂研制与产业化》
、
《畜禽养殖绿色
安全营养关键技术研发》进入后期研究阶段。2020 年上半年作物科技产业牵头承担的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9 年度）“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 S4003.14 产业化研究（编号：
2019ZX08013003）”目前在研究阶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申请专利 10 件、授权专利 20 件。新增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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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水稻 1 件，玉米 45 件）
，累计申请 651 件（水稻 310 件，玉米 341 件）
；新增植物新品
种权授权 3 件（水稻 2 件，玉米 1 件），累计授权 213 件（水稻 102 件，玉米 111 件）
；新增
授权商标 1 个；新增通过省级审定品种 9 个（其中水稻 8 个、玉米 1 个）。
（三）人才培养和储备
随着行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员工也进一步年轻化、专业化。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团队总人数 14,965 人。公司建立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培养和造就具
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目前在站博士后 2 名。公司人才队伍结构合理，激励机制完
善，不断引入一流研发人才，形成了以领军专家为主导、自有科研队伍为主体的高水平技术
创新团队。为适应公司战略转型，公司不断建立和完善先进的创新文化，培育具有中国特色
的大北农企业创新文化，增强创新自信；形成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
的文化氛围；建设开放、平等、合作、民主的组织文化，尊重不同见解，承认差异，促进不
同专业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人才的融合；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为不同层面创新创业者提供平
等机会，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
（四）社会责任
公司将报国兴农作为神圣使命，将创造价值、润泽社会作为公司的成功观，具有高度社
会责任感。多年以来，公司设立“大北农科技奖”鼓励科技创新，设立“大北农励志助学金”
资助农业院校学子，设立“大北农金榜题名奖励”鼓舞员工、事业伙伴子女奋发向上，设立“大
北农爱心基金”扶助困难员工创建和谐企业。此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公
司积极关注疫情进展，配合政府部门做好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助力和保障民生工程，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及自身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向全国多地捐赠“金卫康”消毒剂、口罩、防护服、
新鲜蔬菜、现金等物资，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助力北京菜篮子、
米袋子的食材环境卫生，消毒灭菌，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量，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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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
。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
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 2 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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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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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59户，详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6户，减少1户，
详见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七）
“合并范围的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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