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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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到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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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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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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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2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丰超

谭卫

办公地址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号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八路
4号

电话

0518-85153595

0518-85153567

电子信箱

ydkg@grand-holding.cn

ydkg@grand-hol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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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38,356,068,178.09

39,914,455,589.17

-3.90%

62,860,083.46

132,089,881.82

-52.41%

-46,146,492.96

131,195,984.93

-135.17%

1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6,001,881.29

471,232,899.04

-44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5

-5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5

-5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4.8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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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6,824,474.32

7,628,880,311.03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7,294,097.64

2,880,831,939.26

1.96%

主要指标变动原因说明：
1、2022 年上半年度，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导致以原油为首的化工、塑胶、有色、油脂等大宗商品价格
大幅波动，同时国内新冠疫情反弹导致全国部分地区的物流和仓储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引起市场短周期供需的不平
衡，进一步加剧了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进而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结合境内外大宗商品行情变化，适时调整
业务策略，把握贸易市场机会，2022 年二季度净利润较 2022 年一季度上升 201.35%。
2、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数，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采取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根据会计
准则，其中的现货收益纳入主营业务利润，期货衍生品收益、公允价值变动等纳入非经常性损益（该损益与主营业务经
营损益密切相关）
，导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并不影响公司的实际经营能力。
3、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结合大宗商品市场行情，出口、内采内
销等业务规模增幅较大，增加了现金流占用，同时随着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理性回归，公司积极备货应对下半年市场需
求的恢复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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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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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大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连云港金
控资本管
理有限公
司
金波
宁波至正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毓璜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毓璜亿
保丰壹號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朱培元
马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17%

209,522,100

0.00

国有法人

16.13%

82,072,000

0.00

境内自然
人

1.25%

6,353,681

5,113,78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3%

5,750,253

0.00

其他

0.90%

4,570,000

0.00

0.86%

4,354,600

0.00

0.81%

4,100,000

0.00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4,500,00
0

质押

5,75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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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强
朱玲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0.66%

3,340,457

3,255,343

0.62%

3,138,042

0.00

0.61%

3,111,4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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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质押

2,2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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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贸易、油脂、生态农业三大领域，目前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30 余家，在境外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业务机构。在大力发展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公司坚定布局生态农业和油脂产业，
高度重视创新生物农药产业化和油脂全产业链经营，致力于成为一家将贸易与产业、高科技深度融合的
大型贸产一体化高科技企业。公司秉持 ESG 发展理念，在发展中兼顾环境、社会、治理绩效三大维度，
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发展道路，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为融通产业链上下游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碳达峰
碳中和等全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应有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3.5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90%；实现净利润 8,460.93 万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6.0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2.4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
司资产总额为 84.57 亿元，较上年度末增加 10.85%，所有者权益 32.09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 29.37 亿元，较上年度末增加 1.96%。2022 年上半年度，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全球新冠疫
情持续导致以原油为首的化工、塑胶、有色、油脂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同时国内新冠疫情反弹导
致全国部分地区的物流和仓储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引起市场短周期供需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大
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进而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结合境内外大宗商品行情变化，适时调整业务
策略，把握贸易市场机会，2022 年二季度净利润较 2022 年一季度上升 201.35%。2022 年 7 月，公司上
榜 2022 年《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位列 1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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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忠诚、朴实、勤奋、创新”的企业精神与“敬天、爱人、感恩、分享”的企
业价值观，践行“为您创造价值”的企业使命，以“精兵简政、提质增效再出发”为年度主题，大力发
展大宗商品贸易，重点布局油脂和生态农业创新项目，推动贸易、油脂、生态农业三大领域有机协同、
快速发展，全力推进大型贸产一体化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
（一）贸易领域
贸易领域，公司主要从事能源化工、金属、橡胶、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和外贸进出口业务。公司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与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或行业巨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为国
内上千家中小生产企业提供商品、信息、物流仓储等综合服务；在进出口外贸领域通过配套跨境电商等
多种形式，助力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市场拓展，经营模式从传统的现货配送和渠道服务模式向产业链整合、
仓储物流、价格管理、研究共享、产贸深度融合等新型平台式贸易综合服务商转变。公司贸易领域核心
经营主体远大物产连年荣登中国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国服务业百强企业排行榜。
报告期内，公司在贸易领域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经营思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强
机构建设和业务拓展，强化风险管理和外部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优化业务结构，细化各业务单元的净
货值和利润回撤管理，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经营成果和管理提升。一
是加强机构建设和业务拓展，通过内部融合和外部引入，加强产业链和宏观行业政策的理解与研究，延
伸产业链经营品种，公司增设了杭州事业部、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等经营主体，引进优秀团队，优化
组织机制，持续提高公司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二是不断优化管理体系和人员结构，明确价值产出和
结果导向，加强业财融合，加快信息化升级和智慧中台搭建，重点关注和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和管
理青年骨干，打造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和单位产出。三是高度重视风控管
理，将风控贯穿业务全流程，提升动态风险认知、管理和过程执行能力，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四是稳妥
开展外汇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既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相关管理规定，根据外汇业务的金额、结算方式及
收付汇的时间等，对报告期内的外汇资产、负债的净敞口实行统一管理，通过财务与业务的高效联动和
外汇衍生品工具的合理使用，实现外汇风险对冲。
（二）油脂领域
公司于 2012 年起进入油脂贸易领域，积累了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行业资源，建立了对油脂产业链的
深刻认知和上下游赋能能力，并以此为基础执行上中下游垂直整合、联动协同发展的策略，致力于打造
集资源、研发、规模化生产、产业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产业链上游端通过多元化合作方式，
把握上游原产地油料战略资源；中游端继续致力于提高境内、境外的贸易加工和仓储业务规模，扩大市
场占有率和商业影响力，同时进一步提高现有资产的油脂精炼加工能力，加强加速技术创新，提升整体
加工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下游端加强研发队伍建设，提高创新能力，进一步丰富产品组合，更好地
适应和引领当前消费升级对特种油脂产品的高端需求，并积极拓展全球终端市场。
近年来，公司扎实推进油脂业务全产业链发展，夯实国际贸易和精炼加工业务基础，提高业务广度
和深度，提升油脂业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公司在棕榈油主产地与上市种植园合作，积极开拓上
游油料资源；在新加坡设立战略资源枢纽并组建国际贸易团队，打通全球产业链上下游，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下属机构合作研发，以更快地接触到棕榈
油原产地的最新研究和开发技术，进行下游油脂产品研发和拓展；收购远大油脂（东莞）并重塑其运营
模式，持续推动产业化转型，提升多元产品的制造和市场服务能力，帮助其获批成为大连商品交易所棕
榈油指定交割仓库，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华南地区的大型食用油脂企业之一。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油脂
业务上下游客户 400 余个，包括中粮集团、益海嘉里、达利食品、徐福记、TK 集团(孟加拉)、Riya
（印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快油脂全产业链经营和国际化的步伐。
2022 年 3 月至 6 月，董事会先后批准公司在迪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科特迪瓦设立全资海
外子公司，依托远大油脂（新加坡）的业务基础，进一步强化油脂国际贸易，将服务好中国市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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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辐射到非洲、南亚、东北亚等更多目的地市场。上述海外子公司的设立，能够帮助公司进一步整
合上下游资源，在上游端及时收集整合重要原产地的生产动态和市场信息，发展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并在
原产地探索业务升级及投资机会，在下游端拓展具有高发展潜力的海外销售目的地市场，有效支持并加
强公司油脂国际贸易实力，扩大经营地域，深化产业布局。
2022 年 4 月，公司收购鸿信食品，进军特种油脂领域，进一步向油脂产业链下游延伸高附加值产
线布局，更加贴近终端消费市场，持续提升油脂贸工领域的创新及可持续发展。鸿信食品专业生产食用
油脂制品、食用馅料，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荣誉，拥有较强的研发创新实
力和丰富的产品线，其产品在烘焙领域应用范围广、应用量大、不可替代性强，具有一定的技术、研发、
渠道和服务壁垒，积累了达利园、盼盼、麦吉食品、稻香村等一批知名客户资源。
2022 年 5 月至 7 月，公司参与竞标 FGV IFFCO Sdn Bhd 出售马来西亚棕榈油精炼厂 FGV IFFCO Oil
Products Sdn Bhd（简称：FIOP）100%股权项目，并取得了书面中标确认通知，公司将在开展尽职调查
后确定最终交易条款并提交董事会审议。FIOP 主营业务为棕榈油精炼、分提、包装、销售，位于马来
西亚柔佛州巴西古当港口工业区内（紧邻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食用油码头之一），地理位置
优越，距离港口约 2 公里，有管道直接连接至港口油罐。棕榈油精炼资产在该地具有稀缺性，该地区近
年来没有同类资产批准。通过收购 FIOP 在原产地掌握加工资源，是公司在已经建立的油脂产业链中游
端国际贸易、仓储加工和下游端特种油脂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向上游端靠拢和布局、与中下游端协同增
效的有力举措，是公司发展领先的油脂全产业链经营战略的重要一环。
公司通过长期深耕油脂业务，形成了以远大粮油为产业及管理平台、远大油脂（新加坡）为国际资
源和贸易中枢、远大油脂（东莞）为生产加工和仓储交割基地、鸿信食品为特种油脂和终端触达的产业
布局。未来，公司将以此为基础，上抓资源，下控技术，运营保障，从地理维度和油脂全产业链维度规
划布局，积极依托贸易和产业优势，充分调动全球优质资源，挖掘终端市场需求，持续深化产业链整合
与发展，深入打造集原材料、仓储、精炼加工、终端产品为一体的全球垂直产业链体系，不断推进国际
化进程，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力争成为油脂行业的领导者。
（三）生态农业领域
生态农业领域，公司以为社会出产更多健康、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为己任，为专业种植者提供绿
色环保的作物种植管理方案，帮助专业种植者增加收益。公司聚焦植物健康领域，通过内生发展和并购
整合打造高质量产业平台，同时高度重视研发、应用创新，密切关注研究前沿，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开展多种形式的研发创新合作，并将最新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绿色、可持续农业。
进入生态农业领域以来，公司通过并购与整合迅速搭建生物农药生产体系和创新生物农药产品组合；
同时，着力于打造专业化的推广服务与营销团队，基于生物农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为客户提供投入产
出比更高的绿色作物健康方案，并通过田间示范、田间观摩，将科学的绿色作物健康方案以田间课堂的
形式传递到用户手中。公司旗下凯立生物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农药原药和制剂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生菌素原药独家生产企业，生产的中生菌素产品具有抑制病原细菌蛋白质合成、
抑制病原真菌孢子萌发、菌丝生长等功能，主要防治对象为严重威胁作物健康的细菌性病害，同时也可
以对农作物起到促生、增产作用。公司确立了以企业自主研发为主体、以高等院校合作研究为依托、与
专业机构协同开发为补充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先后与厦门大学、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
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2022 年 3 月，公司独家受让东北农业大学向文胜教授团队的谷维菌素系列科技成果。谷维菌素是
向文胜教授团队历时 9 年时间，从中药重楼的一种植物内生菌链霉菌 NEAU6 代谢产物中开发出的一种
核苷类化合物，已获得菌株专利及谷维菌素应用专利，并取得了原药与制剂的登记，初步具备了商业化
的基础。以谷维菌素作为有效成分制备的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具有促进水稻根多、苗壮（茎粗）、分
蘖早、促早熟、提高出米、显著增产的作用，可以提高水稻抗病和抗逆，此外还能显著增强马铃薯对致
病疫霉的诱导抗性。该产品毒性低、残留少，环境安全性好，促进作物生长表现突出，应用领域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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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灵活，具有一次施用、终身受益的特点。谷维菌素的推广与应用，将对生态环境保护、水稻增
产、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公司将以凯立生物 20 多年来产业化中生菌素的能力、经验和技术，快速
实现谷维菌素系列科技成果产业化，并步入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一重要市场细分领域，同时也进入浸种领
域，搭建从“种”到“收”作物综合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平台建设，着力于将生物农药领域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不断
引进优秀的研发、生产及营销专业人才，提高团队战斗力，坚持以防治病虫害、强健植株、改良土壤相
结合的原则选择战略产品，在植物保护领域初步构建起以生物杀菌剂——中生菌素、生物源植物生长调
节剂——谷维菌素等为核心的创新生物农药自主产品组合，并与多家国内农药和微生物菌剂生产厂家达
成产品合作，组合绿色、低毒、高效的农药和功能性微生物菌剂、有机肥料等，实行药肥一体化综合解
决方案，开发了覆盖杀菌、杀螨、杀虫、杀卵、有机肥料、植物生长调节等植保领域的系列生态农业产
品，满足国内外种植用户的需求。公司将继续专注于特色业务及细分市场领域，打造生态农业产业化平
台，提升产业化能力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通过研发合作、产品引进、专
利技术转让等方式，不断丰富公司生态农业产品，提升生产工艺，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水
平。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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