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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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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卢建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先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先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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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878,139.2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0,378.87 -8,682,520.45 7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60,379.51 -8,955,943.24 7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7,281.56 -12,059,087.16 8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2.8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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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56,042.69 266,120,921.21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990,743.62 205,021,122.49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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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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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64

合计 130,00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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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4月22日签发了利安达审字[2016]2325号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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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万福生科在 2015年度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等长短期资产共计提了 6,816.14

万元的减值准备，对公司计提的上述减值准备，我们无法判断其准确性及合理性。

保留意见：我们认为，除“（三）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万福生科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万福生科201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强调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万福生科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万福生科2015年度亏损99,443,173.1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万福生科2015年度亏损99,624,307.21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万福生科累计亏损已达

307,376,681.66元；自2014年10月至此次审计报告日，万福生科的主营生产销售业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万福生科已在财务

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讨论，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非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如实反映公司

现阶段的状况。除此之外，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月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针对审计意见，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1、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对2015

年度末各类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可能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此情况，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测试，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026号、第027号《评

估报告书》，公司2015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68,161,429.48元。

2、本公司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清理负效益产业和资产。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桃源县万福生科粮油加工经营有

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大华，并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与余大华正在积极磋商，力求在转让方式和转

让价格方面尽快达成交易共识，并努力获取财务资源支持新的产业发展。

3、本公司继续加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本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公司将继续加强盘活全资子公司桃源县万福生科

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进一步推进资产租赁业务，使本公司资产得到有效利用，并减轻本公司财务负担。

4、本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利用投资宁波煦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平台为本公司向有机农业方面拓展

提供帮助，本公司在该合伙企业投资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不低于8%，将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另本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创

新金融工具，加大行业整合和并购力度，实现产业链价值整合协同效应，将积极关注相关行业的并购机会。

5、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本公司以务实的态度全面解决积累多年的债权债务等历史遗留问题，并聘请专业的中介机

构提供专业意见和协助处理问题，改善本公司财务状况，降低风险；对近年来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问题，积极采取司法途径

解决，维护公司的利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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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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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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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湘晖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7% 35,598,919 质押 35,000,000

杨荣华 境内自然人 18.43% 24,690,000 质押 20,000,000

周岭松 境内自然人 5.08% 6,803,703 质押 4,000,000

褚佩妮 境内自然人 4.51% 6,038,694

周小平 境内自然人 2.24% 3,000,000

郑贤娟 境内自然人 2.16% 2,900,000

仇越红 境内自然人 2.09% 2,806,700

邱晓勤 境内自然人 1.35% 1,806,43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1.04% 1,395,503

金向国 境内自然人 0.93% 1,2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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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35,598,919 人民币普通股 35,598,919

杨荣华 24,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90,000

周岭松 6,803,703 人民币普通股 6,803,703

褚佩妮 6,038,694 人民币普通股 6,038,694

周小平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郑贤娟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仇越红 2,8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6,700

邱晓勤 1,806,430 人民币普通股 1,806,430

张寿清 1,395,503 人民币普通股 1,395,503

金向国 1,2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周岭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07,9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695,803股，实际合计持有 6,803,70股；股东金向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06,5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1,251,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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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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拟解除限售日期

桃源县湘晖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
35,087,719 35,087,719

首发承诺、权益

变动报告书承诺
2016-01-22

杨荣华 30,190,000 30,19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宁波永道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37,594 15,037,594 首发承诺 2015-07-08

深圳市盛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6,400,000 6,4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余小泉 4,000,000 4,0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刘丽 3,600,000 3,6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南京鸿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600,000 1,6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陈鑫 1,110,000 1,11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彭志勇 890,000 89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苏州工业园区中

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0 8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李方沂 600,000 6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张苏江 400,000 40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邓鹰 220,000 220,000 首发承诺 2015-07-08

龚永福 64,687 64,687 首发承诺 2015-07-08

合计 100,000,000 100,000,00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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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 88.22%，其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账龄增加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及收回账款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696.59%，其主要原因是增值税未抵扣额的大幅度增加所致。

（3）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利息所致。

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并暂停性停产所致 。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99.22%，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导致销售量大幅下降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增值税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56.4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贷款额的减少导致的利息支出减少。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68.50%，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额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6.73%，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债务重组利得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罚息及公益性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8）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92.39%，其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大幅减少所致。

（9）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94.2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存款利息及政府补助的减少。

（10）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98.05%，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原材料采购大幅减少所致。

（1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0.89%，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职工人数已精减导致发生的相

关费用减少所致。

（12）支付的各项税费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6.8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交税费的减少所致。

（13）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84.1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往来款的减少。

（1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78.5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工程款

的减少所致。

（15）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未有新的投资所致。

（16）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偿还贷款所致。

（17）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67.68%，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较上期大幅减少所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性停产时期，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重大已签订单及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分散的订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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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发生重大

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大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大客户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风险因素、公司经营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4月22日签发了利安达审字[2016]2325号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原文如下：

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万福生科在2015年度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等长短期资产共计提了6,816.14

万元的减值准备，对公司计提的上述减值准备，我们无法判断其准确性及合理性。

保留意见：我们认为，除“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万福生科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万福生科201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强调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万福生科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万福生科2015年度亏损99,443,173.1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万福生科2015年度亏损99,624,307.21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万福生科累计亏损已达

307,376,681.66元；自2014年10月至此次审计报告日，万福生科的主营生产销售业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万福生科已在财务

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讨论，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非无保留审计意见，能真实、准确的

反映公司现阶段的状况。除此之外，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

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针对审计意见，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1、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对2015

年度末各类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可能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

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此情况，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测试，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026号、第027号《评

估报告书》，公司2015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68,161,429.48元。

2、本公司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清理负效益产业和资产。本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桃源县万福生科粮油加工经营有

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大华，并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与余大华正在积极磋商，力求在转让方式和转

让价格方面尽快达成交易共识，并努力获取财务资源支持新的产业发展。

3、本公司继续加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本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公司将继续加强盘活全资子公司桃源县万福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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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进一步推进资产租赁业务，使本公司资产得到有效利用，并减轻本公司财务负担。

4、本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利用投资宁波煦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平台为本公司向有机农业方面拓展

提供帮助，本公司在该合伙企业投资收益预期年化收益率不低于8%，将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另本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创

新金融工具，加大行业整合和并购力度，实现产业链价值整合协同效应，将积极关注相关行业的并购机会。

5、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本公司以务实的态度全面解决积累多年的债权债务等历史遗留问题，并聘请专业的中介机

构提供专业意见和协助处理问题，改善本公司财务状况，降低风险；对近年来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问题，积极采取司法途径

解决，维护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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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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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权激励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本公司因执行司法裁定取得万福生科（湖

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福生科”）35,087,719股股票，成为万福生

科第一大股东（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为此，本公司就拟取得的万福生科股票锁定

事项做出承诺如下：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因本次权益

变动所持有的万福生科 35,087,719股股票。

本公司愿意受以上承诺之约束，如若违反，

愿意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014年 12

月 12日
一年 履行完成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同业竞争的情

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桃源湘晖虽然经营范围为"农业投资"，但除

参与处理万福生科及其实际控制人龚氏夫

妇债务危机外，未开展其他经营性活动，因

此与万福生科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桃源湘晖实

际控制人卢建之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

事的业务亦不与万福生科存在同业竞争。上

述桃源湘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业

务情况，请详见本报告书第二节"信息披露

义务人介绍"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

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的主要关联企业基本

情况"之"（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情况"，此不赘述。为避免本次权益变

动后桃源湘晖、桃源湘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万福生科可能出现的同业

竞争，桃源湘晖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做出如下

承诺：1.本承诺出具之日，承诺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万福生科不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的同业竞争。2.本次权益变动后，承诺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

2014年 12

月 12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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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任何与万福生科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

参与投资任何与万福生科生产的产品或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

企业。3.本次权益变动后，承诺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万福

生科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竞争的，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包括但不

限于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将相竞争的业

务和资产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将相

竞争的业务和资产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转让予

万福生科等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尚不具备

条件转让予万福生科，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相关业务和资产委托给万福生

科管理，待条件成熟后再转让予万福生科。

4.承诺人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章及《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

定，保证桃源湘晖与万福生科其他股东一样

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

用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万福

生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二）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关联交易的情况为了减少、规范

桃源湘晖、桃源湘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来可能产生的与万福生科之间

的关联交易，桃源湘晖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做

出如下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后，承诺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

直至避免与未来万福生科发生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

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与万福生科签订关

联交易合同，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

定关联交易的价格。2.对与万福生科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

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

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3.保证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未来万福生科或万福生科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不进行重

大资产重

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 3个月内，桃源湘晖不会

对万福生科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排除对

其现有业务、资产有选择性地进行调整和处

置，以实现万福生科的持续盈利。如本公司

2014年 12

月 12日
一年 履行完成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2

对万福生科的业务、资产进行调整或处置，

万福生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具体要

求，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另

外，2013年 9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对万福

生科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47

号）。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因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发行证券，则公司在被中

国证监会处罚的三十六个月内（2013年 9

月 25日起至 2016年 9月 24日）不得发行

证券。 桃源湘晖若对万福生科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的，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

具体要求，并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关于创

业板上市公司不得借壳重组的相关规定。"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本公司因执行司法裁定成为万福生科（湖

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福生科"）第一大股东（以下简称："本次权

益变动"）。为此，为了保护万福生科的合法

权益以及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承诺在本次

权益变动后，万福生科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未来如有）保持独立。 上述承诺具

体如下：1.保证万福生科的经理人员、财务

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不在承诺

方自身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领薪；保证万福生科的财务人员不在

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2.保证

万福生科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

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

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承诺方

不占用、支配万福生科资产，亦不越权干预

万福生科对其资产的经营管理。3.保证万福

生科建立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

立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承诺

2014年 12

月 12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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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护万福生科财务的独立性，不干预万福

生科的财务、会计活动。4.保证万福生科的

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内部机构独立运作，

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不与承诺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承诺人

支持和配合万福生科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

结构。保证万福生科的业务独立于承诺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从事与万福生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桃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桃源湘晖"）通过司法裁定以股抵债的方式

取得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福生科"）26.18%的股份，

成为万福生科第一大股东。桃源湘晖将通过

依法合规行使万福生科股东权利并承担相

应股东义务之方式，改善万福生科经营状

况，优化万福生科资产结构，提升万福生科

的盈利水平及持续经营能力。为支持万福生

科的持续发展，保护万福生科广大股东的利

益，本公司郑重做出如下承诺：1、本公司

遵守国家有关银行信贷法律法规之规定，无

重大银行信贷不良记录；2、本公司在经营

期间，遵守国家有关税务法律法规之规定，

不存在重大偷税、漏税和欠税等情形；3、

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条的情形，即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最近 3年无

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

近 3年无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不存在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2014年 12

月 12日
长期 正常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龚永福 ;杨

荣华

"就你司 2008年至 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虚

假记载情形（下称“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

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作出相关

处罚决定，并对相关责任方作出了行政处

罚。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证

券”）作为你司的保荐机构已设立规模为人

民币叁亿元的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

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用以对遭受投资损失

的你司适格投资者进行补偿。本人同意与平

2014年 11

月 21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4

安证券共同承担向适格投资者支付的赔偿

金额及专项补偿基金费用。

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就你司 2008年至 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虚

假记载情形（下称“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

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作出相关

处罚决定，并对相关责任方作出了行政处

罚。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我公司”）

作为你司的保荐机构，已设立规模为人民币

叁亿元的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

益补偿专项基金，用以对遭受投资损失的你

公司适格投资者进行补偿。我公司已与龚

2014年 11

月 18日
长期 正常履行

龚永福;杨

荣华

就你司 2008年至 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

记载情形（下称“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作出相关处罚

决定，并对相关责任方作出了行政处罚。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安证券”）作

为你司的保荐机构已设立规模为人民币叁

亿元的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益

补偿专项基金，用以对遭受投资损失的你司

适格投资者进行补偿。本人同意与平安证券

共同承担向适格投资者支付的赔偿金额及

专项补偿基金费用。 在此，本人不可撤销

地承诺，放弃就本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对你司

进行任何追索，本承诺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2014年 11

月 18日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仇越红;郑

贤娟;周小

平;褚佩妮

自然人股东仇越红、郑贤娟、周小平、褚佩

妮联合作出如下承诺：自受让股份过户之日

起的六个月内，每三个月内通过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的 1%（即 134万股），并在减

持的 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2016年 02

月 05日
六个月 正常履行

卢建之

自解除限售之日起，每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数

量，不会超过本人直接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量的 25%。

2016年 01

月 22日
长期 正常履行

桃源县湘晖

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暨实际控制人卢建之先生承诺

今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同时承诺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探索采取回购、

增持等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并以实际行

动维护上市公司信用体系，切实保护投资者

利益。

2015年 07

月 17日
六个月 履行完成

卢建之

"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建之先生拟以个人名义

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根据市场情

况，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以个人名义通过深

2016年 07

月 17日
六个月 履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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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择机在二级市

场增持公司股份，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

后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且本次增持完

成后的 6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的可能。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公告前 10日内买

卖本公司股票，因公司拟于 2016年 1 月 31

日前披露 2015年度业绩预告，为避免业绩

预告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股票，本人承诺待公

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后两周内，全部

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

周小平;高

先勇;熊猛;

汪海峰;张

久利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周小平先生，公司副总

经理汪海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丁伏华先

生，公司副总经理熊猛先生，公司副总经理

杨志荣先生、公司财务总监高先勇先生，公

司董事会秘书张久利先生等七人合计出资

不低于人民币 30万元，分别以个人名义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

持公司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公告前 10日

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因公司拟于 2016年 1

月 31日前披露 2015年度业绩预告，为避免

业绩预告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股票，公司尚未

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待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披露

后两周内，全部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周小平先生，公司副总经理

汪海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熊猛先生，公司

财务总监高先勇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久

利先生拟以个人名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

低于 30万元人民币。"

2015年 07

月 20日
六个月 履行完成

桃源县湘晖农

业投资有限公

司

本着支持你公司发展战略的原则，为降低你

公司的对外投资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全体投

资人的利益，并基于你公司保荐督导机构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我公司愿对你

公司本次 5000万元人民币对外投资本金的

安全性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若本次对外

投资本金发生亏损，我公司将及时按照具体

2015年 02

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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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金额向贵公司无偿提供资金补偿。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相关利润分配政策和审议程序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明确清晰，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在历年的分配预案拟定和决策时，独立董事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相关的议案经由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审议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实施，切实保证了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五、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公司尚处于阶段性停产时期，且对外投资尚未产生收益，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为此，

公司将严控费用，加强管理，力争将亏损降至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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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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03月 31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456,088.56 10,150,925.6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7,514.27 1,676,140.26

预付款项 292,756.78 318,400.6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3,162,572.80 33,571,763.7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964,822.51 5,964,868.8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2,603.43 12,880.35

流动资产合计 49,176,358.35 51,694,979.5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0 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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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7,258,244.38 58,699,274.51

在建工程 86,976,941.97 86,976,941.9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6,783,353.61 16,881,830.8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45,500.00 452,25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5,644.38 1,415,644.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2,879,684.34 214,425,941.66

资产总计 262,056,042.69 266,120,921.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692,031.60 18,082,031.60

预收款项 27,724.00 27,724.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56,133.90 194,118.55

应交税费 11,728.05 12,492.28

应付利息 28,111.11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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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5,177,681.52 5,625,321.1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2,065,299.07 43,969,798.7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7,000,000.00 17,13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000,000.00 17,130,000.00

负债合计 59,065,299.07 61,099,798.7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4,000,000.00 13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76,984,731.00 376,984,731.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413,073.15 1,413,073.15

一般风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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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309,407,060.53 -307,376,681.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990,743.62 205,021,122.4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990,743.62 205,021,122.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2,056,042.69 266,120,921.21

法定代表人：卢建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先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先勇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030,865.67 9,831,128.6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7,514.27 832,287.48

预付款项 119,375.60 128,207.3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8,076,661.19 36,740,189.16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7,723.54 5,424.22

流动资产合计 46,512,140.27 47,537,236.8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0 50,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8,704,572.49 148,704,572.4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26,639.90 366,125.02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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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45,500.00 452,25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5,644.38 1,415,644.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0,892,356.77 200,938,591.89

资产总计 247,404,497.04 248,475,828.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256,476.60 17,576,476.60

预收款项 27,724.00 27,724.00

应付职工薪酬 146,596.45 184,581.10

应交税费 11,671.29 12,492.28

应付利息 28,111.1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177,681.52 5,625,321.18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1,620,149.86 43,454,706.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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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41,620,149.86 43,454,706.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4,000,000.00 13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76,984,731.00 376,984,731.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413,073.15 1,413,073.15

未分配利润 -306,613,456.97 -307,376,681.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5,784,347.18 205,021,122.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7,404,497.04 248,475,828.76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0.00 4,878,139.20

其中：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327,046.18 13,834,082.44

其中：营业成本 34,049.47 4,349,694.1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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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46.69

销售费用 7,255.00 9,915.47

管理费用 3,613,302.16 4,329,500.41

财务费用 191,716.03 440,638.61

资产减值损失 1,480,723.52 4,700,887.1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166,666.6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60,379.51 -8,955,943.24

加：营业外收入 130,000.64 300,422.7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7,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30,378.87 -8,682,520.45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30,378.87 -8,682,520.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30,378.87 -8,682,520.45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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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030,378.87 -8,682,520.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030,378.87 -8,682,520.4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52 -0.064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52 -0.0648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卢建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先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先勇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0.00 4,873,302.11

减：营业成本 34,049.47 4,348,782.82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46.69

销售费用 6,750.00 9,915.47

管理费用 1,696,210.38 1,516,803.43

财务费用 193,677.18 439,919.18

资产减值损失 472,755.59 545,913.9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166,666.67 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63,224.05 -1,991,479.45

加：营业外收入 0.64 300,407.5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7,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63,224.69 -1,718,071.9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63,224.69 -1,718,071.91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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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63,224.69 -1,718,071.9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60 -0.012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60 -0.0128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5,308.00 6,116,480.76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45.08 303,664.75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2,853.08 6,420,145.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4,419.24 5,347,246.3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87,386.77 993,738.0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5,721.79 230,621.2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2,606.84 11,907,627.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30,134.64 18,479,23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7,281.56 -12,059,087.1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166,666.6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6,666.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90,000.00 6,464,765.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90,000.00 56,464,765.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6,666.67 -56,464,765.4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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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4,222.22 693,765.2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4,222.22 23,693,765.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222.22 -23,693,765.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4,837.11 -92,217,617.8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150,925.67 120,419,215.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56,088.56 28,201,597.98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5,308.00 6,059,946.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04,697.93 552,659.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70,005.93 6,612,605.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0.00 5,158,627.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87,108.13 759,462.53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76.53 111,544.7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98,798.70 12,695,389.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92,713.36 18,725,02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2,707.43 -12,112,419.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166,666.6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6,666.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20,000.00 5,843,242.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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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20,000.00 55,843,242.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6,666.67 -55,843,242.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24,222.22 693,765.2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4,222.22 23,693,765.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222.22 -23,693,765.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00,262.98 -91,649,427.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831,128.65 119,335,211.9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30,865.67 27,685,784.87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