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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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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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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3,8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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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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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6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虞坚

沈晨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500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500
号
号

传真

0519-86350676

0519-86350676

电话

0519-86350908

0519-86350908

电子信箱

ir@lihuamuye.com

ir@lihuamuy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商品代黄羽鸡、猪、鹅的养殖和销售。公司主营产品为商品代黄羽肉鸡活鸡、商品猪活猪以及活鹅等，
销售的客户群体为个人中间商（鸡贩、猪贩）、屠宰场、食品加工企业等，最终通过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以及商超等途径供
应给消费者。另外，公司组建了立华食品公司，开展黄羽鸡屠宰及冰鲜品销售业务，进一步向下游产业进行延伸。
目前，公司在黄羽鸡养殖业务方面已形成了集曾祖代、祖代与父母代种鸡繁育、饲料加工、商品代黄羽肉鸡养殖与屠宰
加工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生猪养殖业务方面，公司已形成了涵盖种猪自繁、饲料加工、商品猪养殖的产业链。
2、公司经营模式
（1）黄羽肉鸡及肉鹅养殖业务
公司在黄羽肉鸡及肉鹅养殖业务上推行紧密型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合作农户由公司生产部统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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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子公司生产服务部具体管理，在保留了“公司+农户”模式下统一提供药品、苗鸡、饲料，并统一指导防疫与回收等环
节的基础上，鼓励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来协调与平衡公司、农户所面临的风险与利益。报告期末，公司黄羽鸡
业务合作农户数为5,120户，较2017年末增加184户，公司是国内规模较大的黄羽鸡养殖企业。
公司在“公司+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引入合作社这一新型农户自
治组织，并支持、鼓励合作社在合作养殖中承担风险基金管理、组织农户互助自律等职能，在有效地调动农户提高生产成绩、
进行诚信经营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在合作养殖模式下所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合作社对公司与农户
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起到平衡与沟通作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是对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鼓励农民新型生产组
织政策的积极响应与实际践行，符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方向，有利于推行我国农业生产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走向
“再合作”。
同时，公司建立了较为成熟领先的研发体系，在黄羽鸡育种及养殖、饲料配方等方面积极开拓，近年来申请了多项技术
专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使得公司在产品多样性、食品安全控制、产品成本控制等方面，
保持一定的领先优势。
（2）生猪养殖业务
公司在生猪养殖业务上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即公司统一进行饲料生产、仔猪繁育、猪舍建设等工作，
将商品猪仔猪交予农户在公司自建养殖场进行封闭式养殖；农户按公司养殖流程接受饲料供应、防疫和技术指导，配合公司
进行封闭管理；养殖周期结束，公司按农户养殖成绩结算农户养殖收入。报告期末，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合作农户数为151户，
较2017年末增加6户。
“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有利于公司培养专业农户，提高养殖效率，保证了公司商品猪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
公司最终根据农户养殖成绩，向农户支付与其养殖能力、人力劳动相匹配的养殖收入。同时，公司自建的商品猪养殖基地远
离人群密集区域与其他商品猪养殖场所，且公司对农户进行封闭管理，能够有效隔离疫病传播。此外，公司对农户的养殖操
作能够实时监控，极大地降低了农户违规养殖的风险。
（3）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本部集中采购，片区采购中心辅助”的采购模式，以发挥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并统一管理采购产品质量。公
司成立的采购领导小组，由主管采购的副总裁、采购部负责人、技术部负责人、饲料部门相关人员组成，副总裁担任组长。
采购领导小组根据各生产部门、饲料部和各药品仓库每月度采购计划，制定总采购计划和资金预算，交由总裁办审核，最终
确定采购计划。公司设采购部，采购部承担公司本部及各子公司统一采购工作，采购部由采购、物流、统计等人员组成。同
时，为充分掌握各地原材料价格信息，公司成立了片区采购中心，由公司采购部统一管理。公司采购部制定了《采购管理办
法》、《采购条线管理标准》等制度文件，对公司采购实行标准化管理。
在采购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公司制定了采购领导小组决策制、采购部经理负责制、采购员跟踪制、两权分离制（物资采
购权与决定使用权相分离）、采购分工制、业务轮岗制以及问题汇报制等内部制度。
（4）销售模式
公司商品代黄羽鸡销售工作由公司营销部统一管理，各子公司销售部具体执行，销售场所为各子公司的销售平台。新设
子公司在销售平台建成前产品不经过平台销售。报告期内公司所养殖的商品代黄羽肉鸡大部分通过个人中间商（鸡贩）销售
给屠宰加工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或个人消费者，小部分直接销售给屠宰加工企业。
公司商品猪销售工作由公司营销部统一管理，养猪公司销售部具体执行。报告期内公司所养殖的商品猪直接销售给屠宰
加工企业或通过个人中间商（猪贩）销售给屠宰加工企业。销售过程中，销售部及农户将商品猪分批进行称重后交付给客户。
对于现场结算客户，根据称重形成的磅码单及销售价格签署发货单，并进行银行转账结算。对于要求送货上门的客户（如大
型屠宰企业），公司将商品猪运输到客户指定场所后进行二次称重，客户根据屠宰结果签署发货单，并进行银行转账结算。
（5）特有风险
公司秉承“诚信、合作、创新、规范”的经营理念，逐渐与合作农户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与合作农户签订的委托
养殖合同对于养殖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奖惩机制已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合作执行中仍可能存在某些农户与公司对合同相
关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的情况，导致潜在的纠纷或诉讼，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未来可能出现疫病发生、地方政策变动或其他规模化同业企业采取竞争手段争夺农户资源等情况，导致公司对合
作农户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对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2.14亿元，同比增长21.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亿元，同比增长
64.61%，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内，公司黄羽鸡业务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商品肉鸡销售数量同
比增长5.82%，销售均价同比增长18.43%，商品肉鸡盈利水平同比提高。
（二）公司及所属行业发展状况
1、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
（1）黄羽鸡行业
黄羽肉鸡是我国自主培育的肉鸡品种。黄羽肉鸡具有品种繁多、生长周期长、价格较高的特点，其肉质口感鲜美，更适
用于我国传统的烹调习惯。相对于白羽肉鸡，我国黄羽肉鸡行业的规模化经营起步较晚，行业集中化程度相对较低，规模化
养殖场数量相对较少。近年来，在环保政策及疫情影响下，行业集中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黄羽肉鸡的生产和消费分布区域性特征明显。近年来，黄羽肉鸡市场向长江中上游等华中方向延伸的速度持续加快，部
分黄羽鸡养殖龙头开始拓展北方市场，开发适应北方市场养殖环境和消费习惯的品种，北方新兴消费市场正在加快发展。
经历了2017年禽流感疫情影响后，2018年黄羽鸡市场价格整体呈现波动走势，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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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未来随着政府对行业的环保要求、广大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黄羽鸡行业集中屠宰、以冰鲜或冷
冻产品进行销售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包括本公司在内的规模化养殖企业，将在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凸显品牌价值等方面开
展深入探索。
（2）商品猪行业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长期以散户饲养为主，规模化程度较低。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主体仍以小型散户为主。生猪养殖市场的
竞争主要体现为散户与规模化养殖企业之间的竞争。
散户由于布局分散、缺乏市场前瞻性、依靠经验决定生产等因素，往往无法判断未来市场行情，整体的养殖存栏量波动
较大，最终造成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而规模化养殖企业具有成本优势，生猪成活率较高，饲料成本相对较低，盈利能力
相对较强。
我国猪肉消费市场发展趋势良好。我国是全球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副食品，猪肉消费占肉类消
费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逐步转换为城镇居民，同时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猪肉消费总量将有望持续增长。其次，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正逐渐向重视食品安全和偏好高品质方向发展，有利于一体化发
展、食品安全可追溯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发展，有利于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行业竞争状况进一步改善。
2018年，受行业周期、非洲猪瘟双重影响，我国商品猪销售均价进一步下降。虽然在下半年市场价格略有反弹，但部分
区域价格仍处于低位，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生产及发展压力较大。
2、行业特点
（1）周期性
畜禽养殖行业受行业分散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
以黄羽鸡养殖行业为例，行业周期体现为“供给不足——黄羽鸡价格上涨——养殖规模扩大——供给过剩——黄羽鸡价
格下跌——养殖规模缩减——供给不足”的循环。由于行业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小规模养殖企业及散户一般依据短期内市场价
格走势进行投资决策，易受市场趋势影响，因此容易造成市场供给过剩或不足，最终导致市场价格下跌或上涨。同时由于黄
羽鸡养殖周期性，从调整养殖规模到市场供给变化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因此上述价格循环呈现较长时间的周期性。近年
来，随着环保整治力度和土地资源管理力度的加强，黄羽鸡养殖的市场准入门槛已经在提高，加上行业规模化程度的提升，
一定程度上对周期性有所缓解。另外，禽流感等突发疫情也会在短期内导致市场供给及需求产生较大波动，从而对市场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
生猪养殖行业的周期性表现为“供给不足——猪价上涨——养殖规模扩大——供给过剩——猪价下跌——养殖规模缩减
——供给不足”的循环。其主要原因包括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分散、生猪固有生长周期以及受疫病影响等。
（2）区域性
我国黄羽鸡消费市场以两广、湖南、江西等江南地区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近年来呈现
出传统消费市场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北方等新兴消费市场快速发展的格局。黄羽鸡生产及消费由南向北延伸的途径主要有以
下三种：第一，传统消费区域的黄羽鸡企业通过设立子公司等形式向北方新兴消费市场扩张；第二，传统消费区域的黄羽鸡
企业向北方区域企业销售父母代或商品代黄羽鸡雏鸡；第三，北方黄羽鸡养殖企业生产规模扩张。另外，传统消费市场在具
体品种的消费习惯上也存在差异：两广地区以慢速鸡为主，长江中下游地区以中速及快速鸡为主。
同时，受原料供给、消费习惯及人口分布等因素影响，我国的生猪生产也呈现较明显的区域性分布。生猪生产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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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盆地、黄淮流域等玉米和小麦主产区、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这三大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生猪生产区和调出区。
（3）季节性
由于温度、湿度、光照等调节设备在大规模养殖企业中的广泛运用，季节性影响对畜禽养殖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很小。
季节因素对于畜禽养殖行业的影响主要与消费者消费习惯有关：通常情况下第三、四季度畜禽产品消费量相对略高。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自成立以来，公司先后获得了各级部门所授予的多项荣誉，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江苏省畜牧生态健康养
殖示范基地、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科技富民突出贡献单位。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代黄羽肉鸡2.61亿
只，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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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2018 年

调整后

7,214,329,050.45 5,931,836,115.33 5,931,836,115.33

调整后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1.62% 5,195,117,027.51 5,195,117,02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9,693,032.69

790,536,957.30

790,536,957.30

64.41%

522,205,133.28

522,205,13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213,739,675.24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8,385,728.54

738,385,728.54

64.38%

487,534,102.27

487,534,10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1,516,683.96

954,064,848.05

961,896,448.05

77.93%

815,215,825.29

815,215,82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5844

2.1802

2.1802

64.41%

1.4402

1.44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5844

2.1802

2.1802

64.41%

1.4402

1.44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5%

32.11%

32.11%

5.04%

27.80%

27.80%

2018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后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5,692,038,691.93 4,133,567,646.04 4,133,567,646.04

37.70% 3,428,347,702.04 3,428,347,70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8,135,441.09 2,848,442,408.40 2,848,442,408.40

45.63% 2,094,165,451.10 2,094,165,451.1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编制 2018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45,657,055.16

1,676,060,141.73

1,946,626,271.25

1,945,985,58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186,045.77

147,883,950.27

438,408,855.62

323,214,18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3,446,022.95

124,995,109.55

415,397,631.05

299,900,91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322,268.86

273,116,664.57

362,441,440.67

601,636,309.8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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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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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9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30,504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程立力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境内自然人

25.97%

94,150,000

94,150,000

常州市奔腾牧
境内非国有
业技术服务中
法人
心（有限合伙）

24.13%

87,500,000

87,500,000

常州市天鸣农
境内非国有
业技术服务中
法人
心（有限合伙）

11.68%

42,350,000

42,350,000

艾伯艾桂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8.59%

31,150,000

31,150,000

常州市聚益农
境内非国有
业技术服务中
法人
心（有限合伙）

4.83%

17,500,000

17,500,000

常州市昊成牧
境内非国有
业技术服务中
法人
心（有限合伙）

4.83%

17,500,000

17,500,000

江苏九洲投资
境内非国有
集团创业投资
法人
有限公司

3.86%

14,000,000

14,000,000

深圳市沧石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2.90%

10,500,000

10,500,000

李发君

境内自然人

2.41%

8,750,000

8,750,000

魏凤鸣

境内自然人

2.41%

8,750,000

8,75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为公司股东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石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资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程立力先生配偶沈静女士为公司股东奔腾牧业之普通合
动的说明
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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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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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2019年2月18日，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128万股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388万股，
其中程立力直接持有公司9,415万股股权，占总股本23.31%；此外，程立力为公司股东天鸣农业（直接持有公司10.49%股份）、
聚益农业（直接持有公司4.33%股份）、昊成牧业（直接持有公司4.33%股份）、沧石投资（直接持有公司2.60%股份）之普通
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程立力夫人沈静为公司股东奔腾牧业（直接持有公司21.66%股份）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程立力及沈静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控制公司股份比例达66.73%，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宏观经济及行业情况概述
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保持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全国劳动人口实现了比较充分的
就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实际增长6.5%。国家出台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设立6项专项附加扣除、以及
加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保障力度的政策，使得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又有新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
2018年，我国猪牛羊禽肉产量8,517万吨，比上年下降0.3%，其中猪肉产量5,404万吨，下降0.9%；牛肉产量644万吨，增
长1.5%；羊肉产量475万吨，增长0.8%；禽肉产量1,994万吨，增长0.6%。从占比来看，猪肉产量占63.4%，禽肉占比23.4%。
（二）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14亿元，利润总额13.0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亿元，主要经营管理
及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黄羽鸡业务经营业绩继续增长，生猪业务经营业绩主要受猪价下降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肉
鸡2.61亿只，同比增长5.82%；销售均价13.25元/公斤，同比增长18.43%；销售收入63.04亿元，同比增长27.55%；毛利率26.38%，
同比提高7.59%。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肉猪38.03万头，同比下降1.21%；销售均价12.21元/公斤，同比下降19.71%；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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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4.67亿元，同比下降24.50%；毛利率7.29%，同比降低22.4%。
报告期内，公司多年潜心培育的江南白鹅配套系通过国家品种审定，获得新品种证书，成为我国第三个鹅培育品种，也
是第一个企业培育的鹅培育品种。另外，为响应国家“杀白上市、全程冷链”，公司致力于冷鲜鸡产品的市场开拓与产品研发，
产品主要销售区域为上海、杭州、嘉兴、苏南沿江、苏中片区等长三角地区，开发出“优品西太湖”系列西太湖黄鸡、西太湖
草鸡等冷鲜鸡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技术研发与生产经营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继续建设育种、营养、饲养、疾病防控、环保等方
面的研发队伍，开展问题导向性系列研发、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和行业内的比较优势。公司核心
育种场获批“禽白血病净化示范场”，获得国家专利二十多项。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信息系统的全面覆盖和深入应用，基于数据发生即采集的理念打造高质量的数据库，在降本
增效、流程优化、数据监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公司通过物联网平台的应用，可以集中采集养殖和环控数据，为寻求最佳
饲养环境模型提供了数据基础；通过推行养户自助服务系统，把养户纳入了公司的信息用户群体，相关的业务可逐步由养户
自助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忠诚度、高绩效的管理团队，搭建科学的人才梯队，为公司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公司形成了总部、条线、子公司三级人才培养管理机构和高层、中层、基层的分层培养方案，坚持以战
略发展为导向，以满足组织人才需求为目标，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其中总部主要负责中高层管理人员领导力水平和经营管理
水平的提升，各条线侧重于业务管理、专业技术、前沿科技的分享，子公司则对所辖范围内所有员工的企业文化、管理技能、
岗位技能进行全面培养。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废弃物处理模式，多措并举地解决畜禽粪便、污水、臭气等环境污染问题，确
立了以“舍内源头减排、污水清洁回用、粪便资源化利用”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用于环保建设与
设施投入1.64亿元，对传统鸡、猪舍进行了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新建场区严格遵循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原则的建设理
念，每个养殖场设立专门的环保区，以实现养殖生产和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分区独立运行。同时，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探索种养结合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源头质量把控、生产过程监督和上市产品质量检验检疫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信息化建设的
新形势下，公司加快互联网+可追溯信息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保证公司产品质量合格与可追溯。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产品质
量安全内控管理，构建了全方位的采样、检测、监督体系，包括上市前分批检测、上市中飞行检查、终端销售市场产品质量
检测与跟踪等，保证出厂产品质量安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养殖模式的具体内容、模式的特有风险和模式变化情况具体内容详见“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2、报告期内未出现重大疫病流行且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公布重大动物疫情。
3、报告期内未发生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鸡收入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6,605,343,764.19 1,322,986,202.90

25.45%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7.32%

115.13%

7.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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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之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7月24日，公司子公司惠州立华成立全资子公司韶关立华牧业有限公司，自工商设立完成之日起，韶关立华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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