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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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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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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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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乳业 600419 新疆天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育菠 陶茜 

电话 0991-3960621 0991-3960621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乌昌公路2702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乌昌公路2702号 

电子信箱 zqb600419@126.com zqb600419@126.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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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316,263.06 2,590,315,396.00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5,220,290.03 1,568,334,707.06 2.3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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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55,496,637.34 882,952,418.09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04,473.58 80,137,836.98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330,902.50 89,339,244.13 -1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199,156.18 87,990,988.64 10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5.60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3 0.2984 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3 0.2984 1.31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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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10 83,532,530 0 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60 20,411,53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06 8,209,019 0 无 0 

王新民 境内自然人 0.51 1,357,300 0 无 0 

汪志芳 境内自然人 0.38 1,026,200 0 无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派锦

绣前程 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999,900 0 无 0 

简万成 境内自然人 0.26 700,000 0 无 0 

赵文中 境内自然人 0.25 666,770 0 无 0 

粟顺军 境内自然人 0.25 660,660 0 无 0 

李瑞生 境内自然人 0.24 652,4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第一大股东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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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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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继续回升，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

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7%，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线上零售快速增长，线下零售继续改善。随着健康饮食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公众对乳制品的需

求越发旺盛，在强劲内需驱动下，乳制品市场逐步走出疫情影响呈现明显复苏，线上渠道成为行

业竞争的重要赛道，各大乳企纷纷加快布局，开拓消费新场景。 

2021年是实施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公司坚

持“调结构、拓市场、抓管理、强队伍、转方式、增效益”的经营理念，把握“质量、创新、坚

持、效益”工作方针，围绕“提质增效、稳步增长”总基调，充分发挥以销售为主体、乳品加工

和牧业养殖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作用，调整优化市场销售体系，持续提升加工产能保障，加大

自有奶源布局，有序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推动公司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总体生产经营保持稳中趋好局面，实现营业收入 105,549.66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0.45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9.54%、1.33%；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19.92万元，缴纳各项税费 3,885.44万元。 

（一）销售板块 

销售板块是公司全产业链的龙头。2021年上半年，公司加大对销售团队的激励措施，调整优

化疆外市场管理架构，加大对重点经销商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渠道开发，重点产品推广和线

上业务拓展初见成效，较好地完成各项销售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乳制品销量 12.12 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5%。 

1.疆内外市场开发各有侧重 

在疆内市场，公司结合天润唐王城投产运营，开展“百日会战”活动，挖掘南疆市场消费潜

力；同时通过打造景区游客中心旗舰店、与电台合作等方式加大推广力度，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对于疆外市场，公司综合考量各区域销售业绩、发展潜力、未来规划等因素，划分为重点市场、

培育市场和潜力市场，落实重点区域扶持政策，与大客户共同成长。 

2.加大线上业务投入力度 

公司按照“线上突围、线下承载”的营销策略，强化线上业务拓展，一方面加强对各电商平

台的运营管理，梳理完善电商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引流，与

知名主播合作直播带货，开通抖音官方旗舰店等，提高产品曝光率、提升品牌知名度，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3.奶啤产品持续发力 

针对奶啤“非奶非啤”的产品特点，公司奶啤项目组采取饮料化的营销模式，调整重点客户

布局，抓住典型消费场景加大餐饮等渠道开发，规范卖场产品陈列标准，亮相大型博览会进行试

饮推广，2021年上半年奶啤产品销量实现较好增长。 

4.着力品牌提升建设 

精准的品牌定位助推品牌价值。公司结合地域特点、企业文化和产品特性，对品牌核心价值、

产品卖点等进行重新梳理和提炼，确立“天选牧场，自然营养”的品牌定位，配套建立产品标志

等全新 VI体系，实现品牌焕新、定位升级，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提升品牌影响力。  

（二）乳业板块 

乳业板块以天润科技、沙湾盖瑞及天润唐王城三家乳品加工企业为生产主体，是公司全产业

链的中坚力量。2021年上半年，公司巩固精细化管理成果，紧抓产品质量生命线不放松，不断开

拓新品研发思路，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推进天润唐王城正式投产运营，进一步完善产

能布局。 

1.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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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巩固“精细化管理年”实施成果，统筹协调各乳品加工厂的生产计划安排，实施精益化

生产管理，维持原材料合理库存，优化物流业务流程提高运输效率，各项重点工作力图做到精细

化、标准化、常态化，实现降本增效。 

2.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 

质量是乳品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公司高度重视食品质量安全，严格落实国家质量

安全制度体系，开展“质量月”活动，完善质量安全责任机制，营造“人人关心质量、人人重视

质量”的良好氛围，加强对生产关键环节的管控，加大培训学习和产品抽检力度。 

3.开拓新品研发思路 

报告期内，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消费者喜好，公司先后推出“车厘子自由”大果粒酸奶、乳

蛋白含量达 4.0g/100ml的夏牧场纯牛奶、具有浓郁新疆特色的“吸葡萄了”风味酸奶等新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健康、营养、美味的更高需求，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好评。同时，公司研发团队深

入疆内外主要市场进行新品调研，加强行业技术交流，不断开拓新品研发思路，完成二十余款新

产品储备，将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三）牧业板块 

牧业板块是公司优质产品的第一车间。2021年上半年，牧业板块落实“强繁育、净牛群、控

成本、增产量、创效益”的方针，从精准饲喂、狠抓繁育、技术改造等方面多管齐下，着力构建

优质原料奶的保供基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 16个规模化养殖牧场，其中 8个为学生饮用

奶奶源基地、乌鲁木齐市民生建设“哺育工程”合格奶源基地，牛只存栏 3.12万头，为全产业链

提供基础保障。 

1.全方位把控牛奶质量 

牧业板块以提升原奶质量、提高奶牛单产为目标，对精准饲喂、牛只繁育、疫病防治、指标

检测、饲草料收储进行重点把控，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和外部指导合作，实现原料奶质量保

持较高水平，牛奶产量迈上新台阶，上半年公司生产优质鲜奶 8.02万吨，原料奶自给率约 69%。 

2.加大自有奶源布局 

“得奶源者得天下”，在我国原料奶紧张的大形势下，公司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继续加大自有

奶源投资布局。2021年 3月，公司与兵团十二师 222 团就万头规模化奶牛养殖场项目达成协议，

该项目以及与巴楚县合作的 5000头标准化奶牛养殖示范项目均已开工，各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自有奶源比例，对公司原料奶供应形成有力补充。 

 

第四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让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