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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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石聚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明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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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51,770,366.28 5,046,036,708.99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53,071,122.67 3,183,006,256.3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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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113,365.18 70.29% 2,809,388,173.70 19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406,686.73 7,562.51% 88,113,811.96 49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732,990.58 273.32% 60,475,730.98 23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911,698.21 165.48% 719,632,963.86 3,59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100.00% 0.17 2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100.00% 0.17 2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59% 2.74% 1.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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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4,3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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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8,231.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3,411,5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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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7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32,154.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17,6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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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638,08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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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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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聚彬 境内自然人 30.59% 157,738,678 127,414,306 质押 114,760,000 

杭州浩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8% 68,479,536 68,479,536 质押 30,800,000 

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4% 17,242,740 17,242,740   

珠海安赐成长玖

号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12,414,648 12,414,648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12,414,648 12,414,648   

杭州越群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 8,958,078 8,958,078   

高志刚 境内自然人 1.67% 8,610,800 8,610,800   

常国杰 境内自然人 1.64% 8,456,048 0 质押 5,980,000 

沈淋涛 境内自然人 1.59% 8,211,324 8,207,324 质押 8,207,324 

石聚领 境内自然人 1.59% 8,183,200 6,137,400 质押 6,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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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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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聚彬 30,324,372 人民币普通股 30,324,372 

常国杰 8,456,048 人民币普通股 8,456,048 

王新才 7,548,648 人民币普通股 7,548,648 

张五须 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 

湛明乾 2,876,860 人民币普通股 2,876,860 

卢新杰 2,637,460 人民币普通股 2,637,460 

张国俊 2,436,860 人民币普通股 2,436,860 

石聚领 2,0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5,800 

付海龙 1,678,868 人民币普通股 1,678,868 

张辉 1,0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常国杰是石聚彬的姐夫，湛明乾是石聚彬的妻弟，石聚领是石聚彬的弟弟。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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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62%，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2. 期末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主要系银行理财计提利息所致。 

3. 期末存货较期初减少35%，主要系期初备货减少所致。 

4. 期末长期应收款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协议销售回款期超过一年计入长期应收款所致。 

5. 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33%，主要系新增河南好想你金鹭鸵鸟游乐园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6. 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46%，主要系固定资产出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7. 期末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53%，主要系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所致。 

8.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减少45%，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9. 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89%，主要系土地预约金退回及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10. 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主要系使用银行承兑票据所致。 

11. 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62%，主要系偿付上年计提债券利息所致。 

12. 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减少77%，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13. 期末应付债券较期初减少39%，主要系归还债券本金所致。 

14. 期末递延收益较期初增加32%，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15. 期末股本较期初增加100%，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6.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96%，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销售增加所致。 

17.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32%，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销售增加所致。 

18.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222%，主要系按财会(2016)22号文规定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税金计入税金及附加及销售增加所

致。 

19.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4%，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销售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20.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6%，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管理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2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1%，主要系利息减少所致。 

22.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500%，主要系与去年同期相比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23.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8%，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24.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6%，主要系政府补助及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25.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36%，主要系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26.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5%，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3,590%，主要系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销售大幅度增

加所致。 

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75%，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拆迁补偿款及委托理财到期收回本金所致。 

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59%，主要系去年同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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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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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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

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化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

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十九大报告为好想

你和郝姆斯融合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以优异的业绩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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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8.00% 至 208.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0,132.28 至 12,095.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27.2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好想你并购郝姆斯后，双方融合，协同效应明显，电商渠道销售高速增长，

成本费用控制更加有效，带来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上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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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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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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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署页）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聚彬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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