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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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耿立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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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039,393,448.53 962,437,096.19 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299,493.78 96,557,711.33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565,230.49 95,794,075.16 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31,872.75 183,192,982.36 -10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4.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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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3,599,016.06 4,490,817,872.34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6,295,408.41 2,628,995,914.63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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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3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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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7,049.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9,546.81  

合计 5,734,26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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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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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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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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7% 283,929,184 253,938,492   

中新建招商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9% 152,133,929    

新疆天邦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0% 62,580,733    

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4.47% 43,022,97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畜牧科学院 
国有法人 3.03% 29,209,044    

新疆天达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27,700,000  质押 6,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6% 8,321,000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3% 8,000,000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联创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7,019,400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5% 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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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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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2,133,929 人民币普通股 152,133,929 

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 62,580,733 人民币普通股 62,580,733 

朱文涛 43,022,974 人民币普通股 43,022,97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9,990,692 人民币普通股 29,990,69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29,209,044 人民币普通股 29,209,044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1,00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创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7,0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7,019,4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5,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

司为管理层持股的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创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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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入及利润情况： 

（1）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 160.55万，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比上升幅度 144.76%，主要系财政部于

2016 年 12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原计入

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不进行重新列表，本报告期上升原因主要是由于会计核算口径发生改变所致。 

（2）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 1,485.07 万，较上年同期上升幅度 50.86%，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计提

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2、资产及负债情况：  

（1）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 94.66%，主要为公司制药业务春防销售导致的计划内政府采购

欠款增加。 

（2）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较年初上升 122.03%，主要为各公司差旅备用金上升。 

3、现金流量情况：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07.66%，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成本较上

期上升，同时采购原料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比上升所致。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上升 59.9%，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有收购子公

司业务，本期没有。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48%，主要系公司本期贷款及归还贷

款的净额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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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中介机构长城证券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1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369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天康生物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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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8日披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及《关于天康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非公开

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告 
2017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7 年 0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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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275.15 至 23,033.53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9,194.6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饲料业务盈利能力有所下滑，其他业务保持稳定发展。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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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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 2017年 2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3 月 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 2017 年 3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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