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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俭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万雪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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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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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65,188,913.21

1,125,713,688.37

12.39%

46,760,715.66

34,774,155.93

34.47%

35,467,732.75

34,166,472.86

3.81%

23,018,367.31

48,637,758.16

-5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3.48%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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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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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648,481.50

1,578,692,956.79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7,110,616.58

1,170,349,900.92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3,600,003.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29,596.5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66,807.96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87,413.85
3,393,920.12
1,422,091.28
11,292,982.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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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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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67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统集团有限公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1%

76,666,919

75,545,560 质押

37,700,000

境外法人

12.63%

22,558,169

0 质押

11,000,000

境外法人

3.74%

6,686,6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4%

6,686,6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5,297,088

5,297,088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3,614,100

0

境外法人

1.50%

2,683,383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2,537,100

0

业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2,504,554

0

1.17%

2,090,000

0

司
甲统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正大（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康地饲料(中国)
有限公司
义乌市华晨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 6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DPI Partners
Limited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光
大信托·金石 17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杭州浙科汇庆创
（有限合伙）
张波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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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22,558,169 人民币普通股

22,558,169

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6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86,600

康地饲料(中国)有限公司

6,6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86,600

3,614,1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4,100

2,683,383 人民币普通股

2,683,383

2,5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7,100

2,504,554 人民币普通股

2,504,554

张波

2,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0,000

伍小白

1,6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4,300

1,553,675 人民币普通股

1,553,67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DPI Partners Limited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信托·金石 1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杭州浙科汇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金鹰 4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统集团，实际控制人是朱俭勇、朱俭军兄弟；华晨投资为华统集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控股子公司，华统集团持有华晨投资 41.13%股权，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军持有华晨投资
4.03%股权，华晨投资股东朱泽磊、施宪分别为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勇、朱俭军之侄子和
外甥女，两人均持有华晨投资 2.42%股权。除上述外，公司无法获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伍小白通过中信建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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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604,3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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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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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00,000.00

2,100,000.00

-85.71%

主要系本期部分承兑汇票到期
已承兑所致。

预付款项

12,477,296.66

4,049,418.52

208.13%

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8,953,175.09 25,562,384.52

52.38%

主要系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其
他应收款并入所致。

2,318,415.53

-100.00%

主要系本期持有待售资产处置
完成所致。

2,137,500.00 23,190,209.29

-90.78%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业增资完
成控股合并所致。

在建工程

217,295,017.63 58,599,635.00

270.81%

主要系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在
建工程并入所致。

应付账款

60,018,583.23 88,645,579.24

-32.29%

主要系本期应付原料款减少所
致。

7,013,214.49

37.13%

主要系本期应交所得税增加所
致。

长期借款

111,568,572.50 33,568,572.50

232.36%

主要系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长
期借款并入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10,539,320.59 63,317,694.44

74.58%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的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应交税费

0.00

9,617,449.17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销售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4,684,696.24 10,433,793.13

-509,558.85

468,730.33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40.74%

主要系本期部分子公司销售规模
扩大所致。

-208.71%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转
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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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287,193.07

1,866,332.94

-31.03%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利息费用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4,895.37

2,303,548.58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94.58%
将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2,309.22

1,576,104.14

-86.53%

主要系上期车辆事故赔款金额较
多所致。

46,760,715.66 34,774,155.93

34.4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及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三）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元
项目
经 营 活动 产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48,637,758.16

-52.67%

主要系本期应付及预收项目金额
减少所致。

投 资 活动 产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71,726,817.02 -28,336,942.35

-153.12%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支付增加所
致。

筹 资 活动 产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4,124,897.56 -12,955,857.04

23,018,367.31

286.21%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与江苏省兴化市人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拟与江苏

民政府签订了《兴化华统生猪全产业链 2017 年 03 月 31 日

省兴化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生猪全产业链一

一体化建设项目协议书》，由公司在兴化

体化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市区域范围内投资建设“兴化华统生猪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已与江苏

全产业链一体化建设项目”，拟投资项目 2017 年 04 月 12 日
将从饲料加工—生猪养殖—生猪屠宰—

省兴化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实现一条龙农业产
业化经营，具体分为：饲料加工项目、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商品猪养殖场项目、生猪屠宰及食品加

2017-036）。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在兴化市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工厂项目。项目分期建设实施，计划总 2017 年 07 月 05 日
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并于 2017 年 7 月 3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完

日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江苏华统牧业有限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在江苏省兴化

公司和江苏华统饲料有限公司，作为公 2018 年 01 月 09 日

市投资建设生猪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的进展公告》（公

司“兴化华统生猪全产业链一体化建设

告编号：2018-003）。

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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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主体之一。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在江苏省兴化
2018 年 02 月 03 日

市投资建设生猪全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1）。

2017 年 7 月 1 日公司与浙江省仙居县人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与浙江省仙居

民政府签订了《仙居华统农业综合体建

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华统农业综合体项目的

设项目合作协议》，由公司作为主要投资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关于在仙居县设立控

方在仙居县范围内投资建设“仙居华统

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关于在仙

农业综合体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具体包

居县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

括蔬菜生产区、水果种植区、现代化生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完

态养殖场、民宿体验区等。项目分期建 2017 年 07 月 13 日

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

设实施，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并
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8 月 4 日，公司分
别设立了控股子公司仙居华统种猪有限
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仙居绿发生态农业 2017 年 08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完
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

有限公司，作为“仙居华统农业综合体建
设项目”实施主体。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至

32.42%

6,200

至

8,000

6,041.19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63%

主要原因预计为公司部分子公司销售规模持续扩大以及子公司收到拆迁补
偿款导致利润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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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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