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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8 证券简称：万福生科 公告编号：2017-037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审计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福生科 股票代码 3002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久利

办公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桂花路 1号

传真 0736-6689376

电话 0736-6689376

电子信箱 zhangjiul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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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于2015年8月起对全部产品生产线实施阶段性停产，进入产业调整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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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6,865,600.71 6,924,907.73 -0.86% 77,497,60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9,684.50 -99,443,173.16 105.91% 5,107,63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6,631.79 -99,624,307.21 95.91% -41,515,57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0,010.22 -15,764,175.78 117.32% 35,827,06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742 105.93% 0.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742 105.93% 0.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39.04% 41.87% 1.69%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238,419,741.64 266,120,921.21 -10.41% 423,179,86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900,806.99 205,021,122.49 2.87% 304,464,295.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0.00 144,750.94 1,427,292.44 5,293,55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0,378.87 -3,136,702.87 -2,980,876.55 14,027,64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0,379.51 -3,266,702.87 -3,036,389.55 4,386,84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7,281.56 -1,665,065.31 -2,479,160.78 9,121,517.8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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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2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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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8,900

杨荣华 境内自然人 4.92% 6,59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莱沃 1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3% 5,00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鼎证 50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73% 5,000,000

王光清 境内自然人 1.15% 1,538,109

周岭松 境内自然人 1.12% 1,502,000

邱晓勤 境内自然人 0.91% 1,222,491

姜雪 境内自然人 0.74% 989,300

陈进军 境内自然人 0.70% 942,700

罗志文 境内自然人 0.65% 87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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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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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上图中，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桃源湘晖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持有本公司26.57%股权，佳沃集团持有本公司

26.57%表决权，从而取得本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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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于2015年8月起对全部产品生产线实施阶段性停产，进入产业调整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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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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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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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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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