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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2-048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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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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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利 股票代码 00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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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照顺 陈钊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电话 0539-6263620 0539-6263620 

电子信箱 huzhaoshun@shidanli.cn chenzhao@shidanl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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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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78,782,678.09 3,519,850,862.93 5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674,388.72 276,886,609.77 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51,185,223.50 243,999,388.92 4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3,813,601.16 592,912,177.96 4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5.8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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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547,139.89 7,972,436,883.69 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6,211,910.49 5,032,588,468.22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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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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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文班 
境内自然

人 
23.12% 267,518,800 200,639,100 质押 

127,780,0

00 

高进华 
境内自然

人 
15.08% 174,435,840 130,826,880 质押 

57,050,00

0 

高英 
境内自然

人 
4.57% 52,903,760 0 质押 

39,670,00

0 

高文靠 
境内自然

人 
4.23% 48,903,760 0 质押 

24,000,00

0 

高文安 
境内自然

人 
3.57% 41,343,560 0 质押 

19,500,00

0 

密守洪 
境内自然

人 
3.19% 36,903,760 27,677,820 质押 

23,980,00

0 

井沛花 
境内自然

人 
2.73% 31,532,904 0   

上海嘉恳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嘉恳国

轩三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18% 25,220,000 0   

法亚楠 
境内自然

人 
1.14% 13,215,1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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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粉 
境内自然

人 
0.52% 6,063,7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高文班与古龙粉为夫妻关系，高文班与高进华、高英分别为父子、父女关系，高文班与

高文安、高文靠为兄弟关系，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古龙粉、高文都共

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井沛花、密守洪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井沛

花、密守洪与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法亚楠与高进华为夫妻关系，法亚楠与高进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4、除上述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井沛花女士共持有公司股票 31,532,904 股，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500,000 股； 

2、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恳国轩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票

25,220,000 股，其中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2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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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7,878.27 万元，同比增长 58.49%，营业成本 464,299.29 万元，同比增长

62.99%，管理费用 12,945.52 万元，同比增加 23.29%，销售费用 20,681.88 万元，同比增加 21.14%，财务费用-3,321.66

万元，同比增加 4.82%，实现营业利润 43,316.02 万元，同比增长 38.58%，实现利润总额 43,342.38 万元，同比增长

38.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67.44 万元，同比增长 33.87%。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生产信息化方面 

公司不断探索生产系统的信息化和自动化优化改进。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生产运营监控和调度指挥中心，将分子

公司监控汇聚，通过数据同步及可视化，总部可以实时跟踪各分子公司生产运营情况，实现对分子公司实时调度、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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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线归口检查、异常数据在线稽核、异常解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了智能物流模块，通过无人自动叉车、

无人值守地磅等自动化改进，实现了装车和过磅的无人化、自动化；通过托盘扫码信息化改进，实现了由原来一辆车需

专人扫码 660 次优化为一辆车只需由机器首尾扫码各 1 次，大大提高了装车效率，提升了司机的体验感。近几年，公司

通过不断探索和推进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既起到了“降本增效”、精实人力、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又减轻了疫情

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2、产品营销和园艺肥业务方面 

今年上半年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产品价格也经历了多次上调，产品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38.87%。公司继

续加强与经销商的信任关系建设，帮助经销商拓展市场、服务客户，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品销量比去年同期有 15.11%的增

幅。公司园艺肥业务在今年上半年仍旧保持高速增长，园艺肥业务实现全网零售额 3975 万元，同比增长 82.7%。 

3、产品研发及农化服务方面 

产品研发方面，公司继续推进重点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上半年，公司推出了包括速溶型磷酸二氢钾、新型液体微生

物菌剂、液体水溶钙等多款新型肥料产品。农化服务方面，公司“整村推进”活动在上半年共实施了 22 个村，完成了

1300 余个土壤样品检测；蚯蚓测土实验室共检测样品 7500 余份，其中土壤样品 6000 余份，植物组织样品 1500 余份。 

4、产业链延伸和新项目建设方面 

在北方地区，河北承德黎河肥业 100 万吨绿色高效复合肥项目已于今年 3 月份顺利开工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

产。该项目投资 6.45 亿元，包括 90 万吨高端复合肥及配套项目、6 万吨/年新型高端水溶肥项目、4 万吨/年绿色高效叶

面肥项目。公司建设该项目，既可以发挥黎河肥业现有优势以实现公司产业链布局，又可以兼顾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市场

需求。该项目的建成投产，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完善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

竞争优势、提高上述地区的供货反应速度，以达到提升公司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目的，对公司磷产业链布局战

略的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在南方地区，公司与松滋宜化合作在上半年顺利落地。2022 年 4 月，公司对松滋宜化增资 5.40 亿元人民币，增资完

成后，公司占松滋宜化 49%股权。通过本次增资，公司成为松滋宜化股东，与松滋宜化形成合作关系，双方将充分结合

各自优势，在产业链延伸、产销协同、人才技术、产品升级、管理交流等多方面形成战略协同和资源互补，共同推进双

方产业转型升级。2022 年 6 月，公司与松滋宜化原股东按股权比例再次对松滋宜化进行了增资，公司增资 1.92 亿元人民

币。2022 年 7 月，公司与松滋宜化按股权比例共同对合资公司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9.98 亿元人民

币，同时，松滋史丹利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44.7 亿元人民币建设新能源材料前驱体磷酸铁及配套项目，该项目

将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新能源材料、精细磷化工和新型肥料业务的发展，能够实现公司磷化工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有利于降低公司原材料成本，提高竞争力，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还能抓住新能源市场发展

机遇，拓宽公司产业范围，开拓新赛道，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报告期末，该新项目土地场平工作已经

完成，正在开展项目建设招标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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