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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6                  证券简称：大华农                 公告编号：2015-078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温均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荣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荣金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华农 股票代码 3001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炳虎 李宇星 

电话 0766-2986381 0766-2986301 

传真 0766-2986301 0766-2986301 

电子信箱 gddhn20080715@163.com lyxlbx@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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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570,947,708.38 410,375,509.88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59,084,290.47 26,445,222.15 12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9,959,796.47 25,415,682.14 13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020,356.45 -75,690,014.55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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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779 -0.1417 4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24% 1.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80% 1.1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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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340,115.65 2,397,559,595.97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2,059,923,730.68 2,125,356,914.75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8193 3.9735 -3.88%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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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7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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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722.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759.5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348.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1,395.25  

合计 -875,50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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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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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鹏程 境内自然人 10.46% 56,426,938 42,320,203   

严居然 境内自然人 2.65% 14,292,032 10,719,024   

温均生 境内自然人 2.59% 13,960,974 10,470,730   

梁焕珍 境内自然人 2.49% 13,430,504 10,072,878   

温小琼 境内自然人 2.24% 12,081,250 9,060,937   

黎沃灿 境内自然人 2.17% 11,707,382 8,780,536   

温志芬 境内自然人 2.14% 11,519,186 8,639,389   

黄伯昌 境内自然人 1.95% 10,49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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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木桓 境内自然人 1.70% 9,171,380    

黄松德 境内自然人 1.25% 6,716,712 5,037,5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温鹏程、温均生、梁焕珍、温小琼、温志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较大增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7,094.77万元，

同比增长39.1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5,908.43万元，同比增长123.42%； 

报告期内，兽用生物制品实现销售收入21,166.55万元，同比增长18.53%；兽用药物制剂实现销售收入

19,768.36万元，同比增长65.42%；饲料添加剂实现销售收入7,110.96万元，同比增长25.58%；海洋产业实

现销售收入4,257万元,同比增长326.71%。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兽用生物制品 211,665,545.42 71,660,306.46 66.14% 18.53% -2.92% 7.48% 

兽用药物制剂 197,683,609.09 121,520,351.38 38.53% 65.42% 73.72% -2.93% 

饲料添加剂等 71,109,577.92 49,157,942.96 30.87% 25.58% 25.69% -0.06% 

鱼产品销售 42,569,997.27 39,369,350.83 7.52% 326.71% 348.32%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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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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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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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期末实际出资额 

海南麟洋水产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海南 RMB3000万元 55% 55% RMB1650万元 

注:公司控股孙公司东方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与黄硕文共同出资设立海南麟洋水产有限公司，其中东方

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持股55%。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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