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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新农”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

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2 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就《关注函》提及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回复，现将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2019 年 1 月 16 日，公司披露《2019 年度业绩预告》，2019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1.2 亿元至 1.7 亿元，同比增长

141.79%至 159.20%。其中，公司实现非经常性损益净额约 9,400 万元，主要为

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问题 1、请说明公司 2019 年度实现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具体内容、金额、

确认依据。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各项目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具体内容、金额 

公司 2019 年实现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具体内容、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357.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11.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6.52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35.9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813.4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8.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  计 11,976.52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表示） 2,602.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9,372.59 

以上明细系公司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填列，同时由于公司聘请评估机构

对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且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标的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暂未提供，公司无法准确确定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因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暂未考虑其影响。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依据 

(一)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确认依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 5,357.80 万元，其中处置权益法核算的河南新大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牧业）股权投资产生的处置损益为 11,003.48

万元，确认依据如下：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与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氏产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新大牧业 25%的股份作价 21,250.05

万元转让给温氏产投。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

有关规定，公司对于控制权的转移判断如下： 

1. 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股东会、董事会或其授权

机构审议通过，满足该判断条件。 

2. 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温氏产投收购新大牧业股权事项已通过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审查，满足该判断条件。 

3. 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大牧业已完成公司章程修订及董事会改选工作，

因此满足该判断条件。 

4. 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

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温氏产投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0,900.00

万元，超过转让价款的 50%；同时温氏产投将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因此

也满足该判断条件。 

5. 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

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大牧业财务总监已由温氏产投委派并获得新大

牧业任命，并且温氏产投前期已实质介入新大牧业日常生产经营决策；同时温氏

产投向公司提请实施新大牧业股权交割，确认转让事宜已满足股权转让协议全部

交割条件。虽该事项暂未完成股权交割手续，但公司对该股权的实质控制权已经



转移。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将新大牧业股权转让的处置日确定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并在 2019 年度确认股权处置收益 11,053.86 万元（即股权转让总价款

21,250.05 万元与未经审计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10,196.19 万之间差额）。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金新农公司描述的股权转让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新农公司处置新大牧业股权事项，已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中对控制权转移的判断条件，公司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新大牧业股权处置日及其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但由

于我们对金新农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审计结论及数据结果以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二)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确认依据 

1. 固定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及毁损报废损失 5,645.68万元，系公司

2019 年度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及毁损报废损失 5,577.92 万元，以及固定资产处

置及毁损报废损失 67.76 万元。 

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金额为 3,611.79

万元，包括公司 2019 年度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或损失的的政府补助，以及与资产相关、分摊计入 2019 年度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 

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金额为 206.52 万元，系根据公司全资子

公司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梓湖）与湖南佳和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和农牧）于 2014 年 1 月 27日签订的《管理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桑梓湖 2019 年度收到佳和农牧支付的托管补偿款，并确认营业外收入。 

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为 735.95 万元，主要系

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额度支持收到的担保费收入，以及 2019

年度根据担保情况计提及冲回的预计负债净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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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813.42 万元，主要系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盈华讯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华讯方，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少数股东权益时，确认或有对价 2,700.00 万元而形成的

交易性金融负债，因盈华讯方 2019 年度净利润（未经审计）极有可能无法达到

业绩承诺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金新农公司无需支付，公司将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损益为-748.96 万元，主要系控

股子公司武汉新跨越农牧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受托养殖业务产生的对赌损失

506.90 万元，以及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损益-242.06 万元。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但

由于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尚未实施全面的现场审计，上述

事项的具体金额无法准确确定、非经常性损益范围无法保证其完整性，最终审

计结论及数据结果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问题 2、公司 2019 年 1-3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8.36 亿元，实现净利润

3,496.79 万元。请结合 2019 年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产品价格走势、销售

数量、毛利率变动，以及同行业公司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2019 年各季度净利润

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9 年度公司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00-17,000 万元

元。其中，公司实现非经常性损益净额约 9,4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00-7,600 万元。 

公司 2019 年度饲料、动保及计费业务板块利润较为稳定，较去年同期未出

现大幅波动，2019 年公司利润波动主要系养殖业务业绩波动所致，养殖业务各

季度数据如下：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销量（万头） 9.07  13.67  9.96  6.85  

养殖业务收入（亿元） 1.21  1.97  1.83  2.30  



生猪销售均价（元/头） 1,330.77  1,442.54  1,834.09  3,354.85  

生猪销售毛利率 0.14% 14.11% 35.11% 50.53% 

养殖业务归母净利润（亿元） -0.07 0.07 0.13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0.11   0.28   0.18  0.85-1.35 

（2）受非洲猪瘟影响，国内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生猪供给紧张，生猪价

格持续走高，2018 年年底国内生猪存栏量 31,111 万头，能繁母猪存栏量 2,988

万头，至 2019 年 11 月底国内生猪存栏量及能繁母猪存栏量分别跌至 19,457 万

头、2,001 万头，同比分别下降 39.77%、34.57%。受此影响 2019 年国内生猪价

格持续走高，2019 年年底国内 22 个省市平均生猪价格为 33.55 元/千克，同比增

长 157.09%。（数据来源：wind 及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受此影响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同行

业生猪养殖上市公司数据如下（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各上市公司月度生猪销售数据、定期报

告及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名称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牧原股份 

销量（万头） 307.69 273.81 211.65 232.18 

生猪业务收入（亿元） 30.31 38.26 44.19 83.85 

生猪均价（元/头） 985.08 1,397.32 2,087.88 3,6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亿元） 
-5.41 3.85 15.43 46.13-50.13 

正邦科技 

销量（万头） 168.75 140.61 140.3 128.74 

生猪业务收入（亿元） 20.90 24.25 28.01 40.66 

生猪均价（元/头） 1,238.52 1,724.63 1,996.44 3,15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亿元） 
-4.14 1.39 3.25 15.5-17.5 

天邦股份 

销量（万头） 76.26 75.48 50.96 41.24 

生猪业务收入（亿元） 10.11 12.54 10.61 13.59 

生猪均价（元/头） 1,325.73 1,661.37 2,082.03 3,29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亿元） 
-3.35 -0.32 3.79 0.98-1.48 

天康生物 

销量（万头） 21.08 19.71 23 20.48 

生猪业务收入（亿元） 1.88 2.11 4.54 6.48 

生猪均价（元/头） 891.84 1,070.52 1,973.91 3,1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亿元） 
0.29 0.51 2.22 2.98-3.98 

综上，受非洲猪瘟影响，国内生猪产能整体下降，生猪供给偏紧，有养殖业

务的上市公司生猪销售头均价格也都是呈现季度上升趋势，且波动较大。报告期

内，公司生猪销售数量、均价、毛利率各季度均出现较大波动，生猪养殖业务各

季度利润波动较大，与行业同比上市公司业绩波动基本吻合，故本公司 2019 年

各季度净利润波动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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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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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813.42万元，主要系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盈华讯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华讯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少数股东权益时，确认或有对价2,700.00万元而形成的交易性金融负债，因盈华讯方2019年度净利润（未经审计）极有可能无法达到业绩承诺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金新农公司无需支付，公司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损益为-748.96万元，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武汉新跨越农牧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受托养殖业务产生的对赌损失506.90万元，以及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损益-242.06万元。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但由于我们对公司2019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尚未实施全面的现场审计，上述事项的具体金额无法准确确定、非经常性损益范围无法保证其完整性，最终审计结论及数据结果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问题2、公司2019年1-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8.36亿元，实现净利润3,496.79万元。请结合2019年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产品价格走势、销售数量、毛利率变动，以及同行业公司业绩变动情况，说明2019年各季度净利润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