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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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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考虑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及实施回购业务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8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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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 60081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华清 殷勇、丁辰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

号东方大厦 

电话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电子信箱 dfjt@orientgroup.com.cn dfjt@orientgroup.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目前投资及经营的主要产业包括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金融

产业以及港口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如下： 

（一）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已建立了集种植基地、高科技示范园、稻谷精深加工园区、科技研发、贸易、仓储、物

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体系，推出了品牌米、品牌豆制品、品牌食用油、品牌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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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品类优质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绿色有机食品和便捷、高效的优质服务。 

为进一步打造健康食品业务平台，2018 年 8 月，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优品”），公司以东方优品为平台进一步整合公司下属现代农业、健

康食品业务优质资源，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质地优良、附加值高、知名度高，能够有效提升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农业项目和农业资源作为标的，通过投资、并购及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进

行合作，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盈利能力。 

（1）粮食贸易的经营模式 

公司粮食贸易业务包括粮油收购、仓储、贸易等，主营品种为玉米、稻谷、大豆、杂粮及食

用油。公司以入围国家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为契机，重点打造农业贸易供应链管理平台，

依托锦州港交通枢纽，整合陆、海运优势，建立起可以覆盖全国市场的大物流运储网络体系，打

造了黑龙江“北粮南运”的全国大通道，形成从采购、仓储、运输、港口中转到南方销售的完整

经营链条。 

（2）园区仓储加工的经营模式 

公司利用自有仓容和租赁库点,根据客户需求从农户手中收购粮食，收购后对原粮进行整理烘

干储存，粮食出库时主要采取先款后货进行销售，同时结合保证金制度进行结算，确保经营效率

和控制经营风险。 

（3）品牌米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 

公司品牌米经营目标是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保证大米品质，打造大米行业

优质绿色有机的全国知名品牌。公司子公司东方粮仓率先通过土地流转，在五常核心优质主产区

首期流转了 13000 亩土地，建立了自有的绿色有机东方香米生产基地，是五常市首家进行土地流

转并且是唯一一家流转面积过万亩的现代农业企业，保障产品原产地品质。东方粮仓在五常、方

正、肇源三个稻谷核心产区，分别建设了年加工生产能力 30 万吨的先进稻谷精深加工园区，按订

单加工，包装上采用真空、充氮包装形式，留存大米的营养。品牌米成品储存在恒温空调成品库

房，保证大米的品质和口感。销售上已形成线下商超、线上电商平台联动销售模式。 

（4）豆制品及油脂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投资、并购及合作方式实现产业链拓展，打造健康食品业务平台。2018 年，公司全

资子公司东方优品完成了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77%股权的收购，并与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实施以生鲜豆制品加工为主体、以腐竹干货系列产品和冷冻豆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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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生鲜豆制品以福建地区市场为主导，腐竹干货和冷冻

豆制品辐射全国。公司采取以品牌连锁加盟为主的直营直配营销模式，核心渠道包括加盟、商超、

特许经销、电商、直营店等，产品销售覆盖福建厦门、漳州、泉州、莆田、福州等地市，开设有

490 家银祥豆制品连锁专卖加盟店。 

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拥有 45 万吨菜籽加工能力，主营产品为菜籽油、菜籽粕、磷脂油

等，以期现结合的模式开展运营，现与益海、中粮、象屿、中储粮、中纺等知名企业开展紧密合

作，产品销售覆盖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安徽等省市。公司拥有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无偿

授权的菜籽产业化脱皮技术排他独家使用权。 

2、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国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减库存较多的稻谷和玉米种植，扩大大豆

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201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5,789 万吨，比 2017 年减少 371 万吨，

下降 0.6%。全年粮食产量虽有所下降，但减幅不大，仍处于高位水平，属于丰收年景。 

玉米库存消化进度超出预期，市场价格稳中有涨。受下游需求快速增长和种植面积调减影响，

2018 年我国玉米产需缺口扩大，库存消化进度加快，临储拍卖累计成交突破 1 亿吨。2018 年玉米

价格稳中有升，新玉米上市后收购价普遍走高，山东、河北部分地区企业挂牌价超过了每斤 1 元。

但由于库存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玉米价格没有出现大幅上涨。 

随着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产能的陆续投产，我国玉米需求将继续增加，产需存在一定缺口。

临储玉米将保持较快的消化节奏，因此 2019 年很可能是这一轮玉米去库存的尾声，期末库存有望

恢复到正常水平。在供需关系趋紧、价格上涨的预期之下，2019 年也可能是近年来我国玉米生产

由降转增的转折之年，玉米种植面积将有所恢复。综合来看，虽然临储玉米消化偏快，但当前玉

米库存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全年价格预计仍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 

2018 年我国大豆及豆油、豆粕市场运行基本平稳。2018 年美国大豆进口关税提高，进口量大

幅减少，政府、企业等各方积极应对，市场主体大量采购巴西等国大豆，有效缓解了供应压力，

并通过主动推广低蛋白饲料配方、拓宽蛋白粕来源，降低了下游豆粕需求。2018 年，国内大豆市

场运行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大幅波动。进口大豆价格由 2018 年 1 月份每斤 1.67 元升至 11 月份每

斤 1.77 元，涨幅约 6%，12 月份又回落至每斤 1.71 元。对国产大豆来说，随着国家对大豆生产支

持力度的加大，2019 年播种面积有望继续增加，国产大豆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与进口大豆价格的

联动性有可能增强。 

（以上数据摘自国家统计局、中华粮网、中国产业信息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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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二级子公司国开东方以及国开东方下属子公司主营房地产二级开发、产业引进投资及运

营、房地产一级开发（土地整理服务）。国开东方产业引进投资及运营，致力于聚焦文旅和健康产

业两大领域打造典范项目。 

目前国开东方接受北京市丰台区、房山区政府委托，负责青龙湖区域 121 平方公里的区域整

体开发，其中，青龙湖东侧丰台区王佐镇区域面积 25.3 平方公里，青龙湖西侧房山区青龙湖镇区

域面积 96 平方公里。 

青龙湖区域是北京“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区域，青龙湖丰台区域属于丰台河西

地区的长辛店-青龙湖生态休闲区，而房山区域青龙湖镇所在的房山区是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区县，“十三五”期间将重点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国开东方规划在此区域打造以国际交往为

特色，以文化旅游和养生健康两大产业为主题的生态休闲区。 

国开东方在青龙湖区域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开发模式，其特色是在符合首都和区域

功能定位的前提下，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出资，以市场化手段统筹规划、集聚产业、完善配

套，提升区域整体价值，企业通过产业与地产的混合开发平衡投资，通过集群化、互补性的产业

运营，分享区域价值增值。 

2、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1 月发布的《2018 年 1-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2018 年 1-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2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 17165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增速比上年回落 6.4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额 149973 亿元，增长 12.2%（增速比上年回落 1.5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1 月份发布的《2018 年 1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全国房价总体稳

定，4 个一线城市中北京、广州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略有上涨，上海深圳基本持平，二线

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按照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目标，各地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两大核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根据易居克而瑞研究中心的发布的《2018 年 1-12 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 TOP200 排行榜》，

2018 年，TOP100 房企销售规模增长 35%，TOP30 销售规模占全行业半壁江山，千亿房企达到 30

家。TOP200 各梯队房企规模持续增长，销售金额集中度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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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业务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下属子公司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以农业全产业链为业务主轴，以类金融全牌

照为发力点，合理配比风险收益，与各类金融机构全方位合作，针对农业产业生产端、流通端、

贸易端和消费端的金融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业务。目前，

金联金服已取得农业金融租赁、农业合作金融、金融服务、网络小额贷款、商业保理等类金融牌

照，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联合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取得融资租赁牌照。 

公司于 2017 年度发起设立金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设立目的为构建金融业务管控平

台，进一步拓展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业务范围，在公司金融业务板块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2、行业情况说明 

金联金服所处行业为农业金融领域。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加快农业金融发展、加强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文件，鼓励农业发展，金融服务逐步向农业倾斜。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并提出加强金融机构县域网点建设、深化银行

机构农业事业部改革、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

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

施抵押贷款业务等多项具体要求。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坚持农村

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

需求，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明确要求普惠金融重点要放

在乡村。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传统的信用社、城商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农业产业

集团为主体的大型传统三农产业服务商，以及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企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9,512,952,917.96 48,070,091,099.52 3.00 47,618,986,223.16 

营业收入 14,479,937,672.51 7,952,096,901.75 82.09 6,343,195,708.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5,688,433.71 769,030,335.85 -14.74 762,270,149.91 

归属于上市公 491,770,589.86 564,889,307.50 -12.94 582,864,0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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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589,865,019.28 20,083,196,205.47 2.52 19,383,836,458.2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9,317,243.13 -1,832,984,424.28   -1,563,936,292.1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65 0.2070 -14.73 0.24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65 0.2070 -14.73 0.248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3.25 3.90 减少0.65个百

分点 

4.9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42,316,256.14 2,535,733,130.48 3,436,644,862.02 6,765,243,4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366,735.78 359,018,020.46 248,164,449.51 -117,860,7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64,661,248.86 335,540,328.15 247,841,550.71 -256,272,53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112,702.49 555,321,754.39 -685,842,935.56 -18,274,278.1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84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

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质押 470,691,199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51,719,286 492,822,091 13.27 441,102,805 质押 441,102,805 境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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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法

人 

博时资本－民生银行

－博时资本创利 5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76,059,000 4.74   无   其他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昆仑信托·东方

集团定增二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38,714,090 3.73   无   其他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昆仑信托·东方

集团定增一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38,714,090 3.73   无   其他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

司 

  113,000,000 3.04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博时资本－民生银行

－博时资本创利 2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175,400 106,624,600 2.87   无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

银行－西藏华鸣定鑫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87,220 104,588,596 2.82   无   其他 

西藏骊锦投资有限公

司 

  97,744,454 2.6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西藏华鸣投资有限公

司 

  72,300,337 1.95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我公司名誉董事长、董事张宏伟先生为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他发行对象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对象向公司出具的说明，同一管理人旗下多个资产管理计划之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18 东 方

02 

143622.SH 2018 年 5

月 2 日 

2021 年 5

月 2 日 

360,000,000 7.20 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逾期另计利息。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评级报告出具时间 2018 年 6 月 25 日 

评级结论（主体） AA+ 

评级结论（债项） AA+ 

评级展望 稳定 

主体评级标识所代表的含义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

风险很低。 

债项评级标识所代表的含义 债务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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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的对比及对投资者权

益的影响 
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相同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68 57.49 0.3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7 0.06 8.94 

利息保障倍数 1.28 1.13 12.8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95.13 亿元，同比增长 3.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205.90亿元，同比增长 2.52%。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5.06亿元，同比增长 82.1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亿元 ，同比减少 14.74%，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现代

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5 户，减少 5 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青龙湖嘉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四级全资子公司 

杭州南游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五级全资子公司 

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六级全资子公司 

四川东方九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三级控股子公司 

长宁县九牛肉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四级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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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变更原因 

长宁县九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四级全资子公司 

成都九牛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四级全资子公司 

长宁县长润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购买四级全资子公司 

黑龙江省东方世粮龙江福油脂有限公司 新设四级控股子公司 

哈尔滨东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四级控股子公司 

北大荒供应链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新设三级控股子公司 

东兴东森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新设五级控股子公司 

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新设二级全资子公司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购买三级控股子公司 

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新设三级控股子公司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华隆（乳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所持股权全部转让 

乳山市华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股权全部转让 

天津金联德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金联成达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 

金联征信有限公司 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