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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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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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2,782,540.77 250,206,468.38 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282,933.86 -5,434,717.19 8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62,267.15 -6,568,910.51 3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5,804.36 -24,086,529.11 4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8 -0.0204 859.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8 -0.0204 85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2% -1.21%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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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387,842.24 705,971,410.67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9,913,804.59 471,183,870.73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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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43,244.97 

1、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损益 

77,594.61 元；2、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43,404,632.37 元 ；3、无形资产处置

损益 16,161,0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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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0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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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96.76 

具体包括：（1）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收益 15,803.01 元；（2）期货平

仓收益 156,393.75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75,918.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4,995.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62,2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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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5,545,2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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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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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3,300,000 

芜湖长元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9,605,611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1.69% 4,495,500    

北京神州牧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

基金 

其他 1.64% 4,36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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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爽 境内自然人 1.39% 3,701,500    

张文素 境内自然人 1.20% 3,191,800    

西藏神州牧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天路一号证券投

资私募基金 

其他 0.74% 1,978,201    

郑文涌 境内自然人 0.66% 1,753,955    

张翼 境内自然人 0.63% 1,6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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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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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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9,605,611 人民币普通股 9,605,611 

周宇光 4,4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5,5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4,369,008 人民币普通股 4,369,008 

符如林 4,330,553 人民币普通股 4,330,553 

周爽 3,7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1,500 

张文素 3,19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1,800 

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路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978,201 人民币普通股 1,978,201 

郑文涌 1,753,955 人民币普通股 1,753,955 

张翼 1,68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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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4,369,008 股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西藏神州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路一号证券投资私

募基金 1,978,201 股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郑文涌

1,753,955 股为申万宏源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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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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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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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59,651.78 62,701,020.68 78.24% 主要系收到政府收储岳阳正飞资产款8200万元。 

预付账款 35,715,129.86 19,340,236.38 84.67% 主要系营田分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正虹、岳阳正虹预

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15,870.00 7,875,387.96 -59.17% 主要系收到退回以前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2,408,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将预付购长期资产款转出所致。 

应付账款 43,356,461.02 89,395,223.44 -51.50% 主要系力得分公司、原种猪场、南宁分公司及子公

司岳阳正虹支付上年度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41,364,823.07 16,366,735.22 152.74% 主要系本期预收鱼饲料款及子公司湘城置业收到

商品房预售款所致。 

应交税费 14,567,019.08 2,483,569.96 486.54%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及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257,696.77 -188,246.56 -36.89% 主要系兴农分公司收回以前年度已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欠款所致。 

投资收益 -185,954.45 265,416.31 -170.06% 主要系参股公司合一正虹亏损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9,643,244.97 215,850.57 27,531.73% 主要系岳阳正飞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被政府收

储所致。 

营业外支出 297,995.00 60,000.00 396.66% 主要系慈善捐款及其他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890,777.64 164,816.13 8,328.05% 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2,553,000.00 1,887,000.00 -235.29% 主要系本期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下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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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5,804.36 -24,086,529.11 45.38% 主要系本期预收鱼饲料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33,725.64 -7,438,743.20 1,083.15% 主要系收到政府收储岳阳正飞资产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4,697.93 19,346,175.00 -155.44%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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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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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19 
方正

证券 
1,332,000.00 3,700,000 0.04% 3,700,000 0.04% 22,940,0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原始投资 

股票 603356 
华菱

精工 
10,210.00      15,803.0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金 

合计 1,342,210.00 3,700,000 -- 3,700,000 -- 22,940,000.00 15,803.0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7 年 04 月 1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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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资
否 

期货

合约 
283.40 

2018 年

01 月 01

2018 年

03 月 31
283.40 276.30 570.00 0 0 0.00%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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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日 日 

合计 283.40 -- -- 283.40 276.30 570.00 0 0 0.00% 15.6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4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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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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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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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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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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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