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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7               证券简称：*ST 雏鹰            公告编号：2019-13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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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 名 职 务 内容和原因 

罗毅 独立董事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

除。 

王爱国 独立董事 

已于 6 月 3 日向公司正式书面提出辞去独立董

事的职务；公司正处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期

间。 

刘江涛 独立董事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

除。 

楚刚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截

止目前尚未消除。 

李帅 副总裁 
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

除。 

 

声明 

罗毅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除。 

王爱国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除。 

刘江涛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2018 年年度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除。 

楚刚作为公司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除。 

李帅作为公司的副总裁，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截止目前尚未消除。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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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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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雏鹰  股票代码 00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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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刚 贡妍妍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 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 

电话 0371-62583825 0371-62583825 

电子信箱 chug@chu-ying.com gongyy@chu-y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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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803,054.03 2,063,652,649.15 -7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8,330,332.39 -774,574,668.64 -9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49,360,195.36 -834,801,340.55 -8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328,269.62 432,351,547.99 -12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43 -0.2471 9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43 -0.2471 9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54% -16.93% -4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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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4,225,453.38 21,067,461,315.74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5,162,732.11 1,073,167,600.28 -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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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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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建芳 境内自然人 39.97% 1,253,174,691 945,255,893 
质押 1,243,469,987 

冻结 1,253,174,691 

侯五群 境内自然人 2.83% 88,823,370 66,617,527 
质押 88,260,000 

冻结 88,823,370 

候斌 境内自然人 2.76% 86,400,000 64,800,000 
质押 86,400,000 

冻结 86,400,000 

侯杰 境内自然人 1.50% 47,160,960 35,370,720 
质押 47,160,960 

冻结 47,160,960 

侯建业 境内自然人 1.50% 47,160,960 35,370,720 
质押 46,770,000 

冻结 47,160,960 

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 34,469,622 0 质押 34,469,622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股东

增持 37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34,000,0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股东

增持 36 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30,950,159 0   

姬蓬炜 境内自然人 0.38% 11,801,200 0   

胡伟霞 境内自然人 0.34% 10,735,440 0 
质押 4,514,300 

冻结 10,73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侯五群先生为侯建芳先生之叔叔，候斌女士为侯建芳先生之堂妹，侯杰先生和

侯建业先生为侯建芳先生之弟弟；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为侯

建芳先生一致行动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 3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董事长侯建芳先生及侯建业先生与侯杰先生所成

立；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 3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系侯五群先生、候斌女士、李花女士、吴易得先生、杨桂红女士、司海坤先

生共同成立；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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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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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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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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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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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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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雏鹰债 112209 2019 年 06 月 25 日 79,778.7 8.8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雏鹰 01 118535 2019 年 03 月 08 日 60,000 7.2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 雏鹰 02 118668 2019 年 05 月 05 日 64,000 6.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95.04% 87.89% 7.1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9 -4.01 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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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

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以生猪养殖业务为主，农产品贸易、食品加工、互联网平台围绕生猪养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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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猪养猪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猪养殖，生猪养殖基地主要位于吉林省洮南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商都县、察哈尔

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西藏林芝、河南省新郑市、三门峡（陕州区、渑池县、卢氏县）、开封尉

氏县、新乡卫辉市、安阳滑县、许昌襄城县等地。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主要产品为生猪产品（包括商品肉猪、

商品仔猪、二元种猪）。同时，为了满足人们对生猪产品差异化的需求，公司在河南省三门峡与西藏林芝

地区分别建设生态猪、藏香猪养殖基地。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同时保证饲料的安全性，更好的服务生猪养殖业务，公司开展原料收储、饲料生

产业务。 

同时，公司通过建设屠宰场、开展屠宰业务，实现对下游业务的有效拓展，目前推出鲜冻品、肉制品、

高端发酵火腿三大产品系列。 

2、养殖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特有的“雏鹰模式”具体如下： 

（1）公司负责所有养殖场的土地租赁、合规性手续办理；养殖过程中仍采用“六统一”的方式由公

司统一管理，即统一采购、供料、供种、防疫、流程、销售；公司根据合作第三方、农户需求，可提供一

定的担保贷款，对猪只活体拥有所有权； 

（2）合作社主要负责养殖场建设、设备投资、协调农户及日常维护、维修、粪污处理等，通过代养

费实现收益； 

（3）农户主要负责单个猪舍的精细化管理，根据养殖成果由公司统一结算代养费，并根据协议约定，

向合作社支付代养费。“雏鹰模式”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形成“人人是老板”的合作机制，实现合

作共赢。 

3、互联网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融农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科技、金融、电商”为核心，打造了“互联

网+养猪”生态圈，自主研发了生产管理系统、成本核算系统、绩效考核系统、物联网系统信息管理平台，

目前正在植入公司生猪养殖板块，未来使公司生猪养殖业务更加系统化、透明化、高效化，将会有效提高

生猪养殖效率，降低生猪养殖成本。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收及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出栏较上年度相比大幅下滑、生猪养殖成本有所增加，且2019年第一季度

生猪市场价格较低，造成公司营收及净利润均大幅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紧张局面未得到有效缓解，公司的粮食贸易受到较大的影响，这也是造成

公司营收及净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 

（3）报告期内，公司负债规模较大，财务费用较高，对公司盈利能力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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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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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前公司实施的会计政策  

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变更后公司实施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会计准则14号、会计准则22号、会计准则23

号、会计准则24号和会计准则37号和2019年印发修订的会计准则7号的规定执行相关会计政策；按照2019

年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规定执行财务

报表列报格式；其余未变更或者未到执行日期的仍执行原有规定。 

（3）变更的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 2019 年度中期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

求编制执行。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4）变更的日期  

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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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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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建芳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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