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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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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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农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81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乃强

孙

晋

办公地址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 58 号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 58 号

电话

0515-88881908

0515-88881908

电子信箱

zhny@dongyin.com

zhny@dongyi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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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9,195,511.35

957,618,044.15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750,808.64

15,534,811.6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1,468,928.23

11,953,490.1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246,653.59

32,742,034.62

-

-0.0365

0.010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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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5

0.010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0.45%

减少 2.0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6,653,381,181.32

6,473,676,401.10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82,039,323.64

3,347,101,565.1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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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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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26.06%

369,704,700

82,500,000

国有法人

3.01%

42,767,2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99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5%

19,169,5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72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8%

18,137,347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融鑫 7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8%

16,791,531

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
华期货银叶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4%

16,134,05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9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0%

12,817,399

0

境内自然人

0.89%

12,692,100

0

其他

0.88%

12,553,000

0

0.83%

11,815,600

0

股东名称
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邢武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宝盆 5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
非国有法人

境内
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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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69,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5 年 9 月 14 日，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收益互换交易，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公司股票共计 11,985,600
股。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邢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13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12,530,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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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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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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84,919.55万元，利润总额-6,954.61万元。受政策变化、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上涨，需求
结构变化以及农机装备产业规模大幅下滑的影响，公司经营目标未达预期。
机械制造业务：
2017年上半年，受产品价值、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等多维度因素影响，农机市场整体需求出现下滑，“旺季趋淡、需求
减弱、竞争加剧”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与此同时，受农机补贴向作业补贴转移，国家持续推进深松作业补贴等政策影响，大
中型拖拉机、小麦收获机械销量整体下滑20%左右；玉米种植面积受到大幅度调减使得玉米收获机械销量折半，水稻插秧机、
履带式收获机呈现相对较好的发展态势；大中轮拖市场整体呈现下滑的运行态势，中拖（20-70马力段）下滑水平大于拖拉
机市场整体水平；市场向大马力拖拉机转移，加上升级国III，小拖拉机市场整体需求受到挤压，产销量同比下降；受终端市
场持续下滑影响，国内柴油机市场继续回落，行业预计下滑20%左右。但全球经济持续回暖，外部需求环境改善为汽油机、
柴油机出口带来了良好的支撑，整体呈平稳增长态势。
公司柴油机内销主要集中在中拖、三轮、小四轮配套领域，受此影响较大，上半年柴油机内销较同期下滑，外销方面受
客户消化库存影响，销量同比有所下降。通用小型汽油机出口方面本期基本保持稳定。农装业务同比销售大幅下滑，规模未
达预期。
公司机械制造业务经营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农机行业变动趋势关联度高，与外部经济大环境走势趋同性高。上半年原
材料价格上升增加了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加大了汇兑损失，公司机械制造产业毛利率大幅下降，再加上上半年销售规模未
达预期，规模和毛利率双重下降成为影响公司利润的主要因素。
其他业务：
2017年上半年，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消费和供应增加，行业效益逐步好转，煤炭经济运行平稳回暖，煤炭价格
也有所回升。有色金属板块市场经2016年触底反弹后上半年持续向好，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幅度回升。公司煤矿由于复产时
间比计划延后，本期主要处于复产准备阶段，6月份正式复产，完成上半年计划产量的1/3；有色金属受矿产地气候特点和外
部环境影响，上半年未采选矿和销售，业绩亏损。下半年为有色金属矿的主要采选期，在有色金属价格仍有上升空间的预期
下，产量和销量的提升将推动矿业板块盈利状况的改善。
面对一系列的外部挑战和内部问题，公司正全面推动管理变革，加大研发力度，推进产品升级，提升产品质量，着力市
场开拓，以改善企业经营现状并实现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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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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2017年6月1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适用于2017年1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两项规定
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
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税金及附加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 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上年同期金额150.58万元，调
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 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上年同期金额150.58万元。调增母
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公司利润表税金及附加上年同期金额131.17万元，调减母
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上年同期金额131.17万元。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项
目调整为“其他收益”项目。

其他收益

根据财政部2017年6月1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调增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本期金额315.30万元，调减合并
助》，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利润表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315.30万元。调增母公司利润
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 表其他收益本年金额194.47万元，调减母公司利润表营业
则进行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外收入本年金额194.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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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控股子公司重庆农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合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控制权更丧失，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7年1月11日，经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子公司农易物联网（上海）有限公司完成注销；
3、2017年5月6日，经重庆两江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子公司小青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向志鹏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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