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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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壮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海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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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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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802,562.52 628,471,157.34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4,614,022.79 457,251,205.10 -2.7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1,446,790.34 -10.19% 931,394,945.10 -1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1,779.77 -97.40% -4,276,359.40 -1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4,615.83 -120.25% -8,419,834.31 1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6,986,687.41 14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97.14% -0.0160 -15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97.14% -0.0160 -15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97% -0.95% -2.76%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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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720.60 

包括两部分：（1）营业外收入-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为 

841,403.92 元；（2）营业外支出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为 

75,683.32 元；则净收益为

765,720.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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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8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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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投资收益 

633,647.17 

具体包括：（1）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649,320 元；（2）期货平仓收

益 937,324.96 元；（3）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取得收益 10,442.21

元；（4）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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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现金股利 2200 元；（5）持

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到的现

金股利 333000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78,854.85 

包括：（1）应收账款转回

367,112.35 元；（2）其他应收款

转回 11,742.5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8,711.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25,300.84  

合计 4,143,47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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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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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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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3% 67,017,616  

质押 3,000,000 

冻结 13,3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新兴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00% 8,003,715    

嘉实资管－浦发银

行－嘉实资本－浦

发青岛－浦银嘉实

蓝海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2% 5,117,499    

符如林 境内自然人 1.62% 4,330,553  冻结 4,330,55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量化先
其他 1.49% 3,9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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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任向敏 境内自然人 1.24% 3,300,0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2,600,00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粮信托·汇

聚 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3% 1,957,000    

安信乾盛财富－浦

发银行－安信乾盛

富安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2% 1,930,418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

－民生银行－天鑫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1% 1,902,50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责任公司 67,017,616 人民币普通股 67,017,6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3,715 人民币普通股 8,003,715 

嘉实资管－浦发银行－嘉实资本

－浦发青岛－浦银嘉实蓝海 2号资

产管理计划 

5,117,499 人民币普通股 5,117,499 

符如林 4,330,553 人民币普通股 4,330,55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984,600 

任向敏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

托·汇聚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7,000 

安信乾盛财富－浦发银行－安信

乾盛富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30,418 人民币普通股 1,930,418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民生银行－

天鑫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02,503 人民币普通股 1,902,5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大股东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任向敏 3,300,000 股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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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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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及说明 

货币资金 83,647,135.04 56,703,732.42 47.52% 主要系(1)应付账款增加2,907万元；（2）

存货减少3,250万元；（3）预付账款增加

1,464万元；（4）短期借款减少2,000万

元。 

应收账款 5,670,869.89 1,774,581.72 219.93% 系本期应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25,919,038.58 11,272,299.45 129.94% 主要系预付的原料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77,867.20 1,038,007.28 32.74% 主要系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273,343.33 1,699,780.12 33.74% 主要系子公司淮北正虹投资宿迁荣义按

权益法核算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415,014.64 6,117,322.08 53.91% 主要系改扩建高档预混料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主要系归还了部分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71,768,041.34 42,690,949.03 68.11% 系本期应付货款余额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8,613,178.40 12,346,378.99 50.76% 系预收鱼料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729,764.41 9,261,072.81 48.25% 系应付工资余额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及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0,346.74 769,353.76 -64.86% 系上年同期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了营

业税金及附加而本期未发生 

财务费用 2,282,705.71 3,899,861.06 -41.47% 主要系借款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及借款利率

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4,449.56 1,008,860.57 -152.98% 主要系（1）上年同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290.12

万元，收回老欠款冲回166.82万元；（2）本

期收回老欠款冲回57.63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49,320.00 1,843,000.00 -135.23% 主要系本期出售期货调整本科目-34.46万元

及持有股票价值变动产生-3.47万元以及持有

期货价值变动产生-27万元，而上年同期出售

股票调整本科目产生249.70万元及持有股票

价值变动产生-65.40万元 

投资收益 1,856,530.38 12,606,659.48 -85.27% 主要系上年同期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现

1,378.46万元而本期未减持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573,563.21   100.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淮北正虹投资宿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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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义按权益核算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29,063.62 1,434,988.01 76.24% 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362,000.00 -45,231,800.00 81.51% 主要系上期因减持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以及上期价格下降幅度较本期增大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及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86,687.41 27,436,727.17 144.15% 主要系（1）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较上期

减少17,202万元；（2）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较上期减少13,730万元。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923,877.08 202,743,718.42 -96.58% 主要系上期减持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发生额较大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35,200.00 33,822.00 891.07% 主要系本期收到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获得股利333,000元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00,000.00  -100.00% 因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资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67,803.18 204,787,785.82 -95.72% 主要系上期减持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发生额较大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9,859,543.46 3,858,237.79 414.73% 因本期改扩建高档预混料生产线项目增加投

资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849,939.91  181,091,040.00 -96.22% 主要系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发生额较

大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709,483.37 184,949,277.79 -85.56% 主要系上期减持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发生额较大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41,680.19 19,838,508.03 -190.44% 主要系上期减持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发

生额较大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2,001,600.94 4,042,409.18 -50.48% 主要系借款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及借款利率

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1,600.94 -4,042,409.18 -444.27% 因本期偿还了部分银行短期借款2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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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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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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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

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1901 
方正

证券 
1,332,000.00 3,700,000 0.04% 3,700,000 0.04% 27,158,000.00 333,000.00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原始

投资 

股票 600030 
中信

证券 
76,648.00  0.00% 4,400 0.00% 70,928.00 -3,552.19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买入 

股票 600919 
江苏

银行 
12,540.00  0.00%    10,587.12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买入 

股票 300146 
汤臣

倍健 
281,800.00  0.00% 20,000 0.00% 252,800.00 -29,112.72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二级

市场

买入 

合计 1,702,988.00 3,700,000 -- 3,724,400 -- 27,481,728.00 310,922.2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6 年 04 月 07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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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

正虹

贸易

发展

有限

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否 
期货

合约 
1,200.46 

2016年

01 月

01 日 

2016年

09 月

30 日 

1,200.46 10,643.59 11,419.07 0 586.7 0.00% 32.27 

合计 1,200.46 -- -- 1,200.46 10,643.59 11,419.07 0 586.7 0.00% 32.27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由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2016 年 04 月 07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

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一、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理论上，各交易品种在交割期的期货市场价格和现

货市场价格将会回归一致，极个别的非理性市场情况下，可能出现期货和现货价格在交割期仍然不

能回归，因此出现系统性风险事件，从而对公司的套期保值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损失。2、

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

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3、操作风险：行情系统、下单系统等可能出

现技术故障，导致无法获得行情或无法下单；或者由于操作人员出现操作失误，都可能会造成损失。  

4、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

的风险。二、套期保值的风险控制措施：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

头寸。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来安排计划、审批、指令下达、稽查、审计等环节进行风险管控。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

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

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

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

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

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

公司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为国内主要期货市场主流品种，市场透明度高，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

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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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设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

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

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

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公司衍生品交易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及《企业会计准则—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

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

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建立《期货交易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健全完善，并配备相关专业人员，业务流

程符合相关规定；套期保值期货品种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农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作为公司防范和化解原材料市场

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

定地经营效益。公司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是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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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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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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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壮华 

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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