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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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葛俊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殷海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夏滋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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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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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2,900,535.84 13,764,425,785.28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563,445,351.08 4,652,595,576.33 -1.9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85,164,660.12 -33.45% 9,822,699,129.22 -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011,261.35 17.15% 53,390,240.80 2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715,794.52 -715.96% 917,086.74 10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7,187,892.31 643.67% -101,380,243.37 -15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15.15% 0.0097 2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15.15% 0.0097 2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0.13% 1.16% 0.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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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5,9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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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375.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577,863.8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41,519,85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56,2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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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48,840,852.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774,356.27  

合计 52,473,15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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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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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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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6% 1,072,885,282 0 质押 732,798,9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5% 984,640,800 0 质押 984,640,720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6% 787,700,100 0 质押 787,700,1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267,791,700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3.70% 202,877,543 0   

益阳晶鑫新能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 126,215,100 0 质押 42,65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51,017,43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4% 29,810,44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28,883,957 0   

北京九州万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4,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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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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1,072,885,282 人民币普通股 1,072,885,282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984,6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4,640,800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7,7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787,700,1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267,79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791,7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02,877,543 人民币普通股 202,877,543 

益阳晶鑫新能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26,21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15,1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017,430 人民币普通股 51,017,43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810,448 人民币普通股 29,810,44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883,957 人民币普通股 28,883,957 

北京九州万力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上

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33,15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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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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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差异解释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26,118,922.98 834,941,742.27 -49% 
较上年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存款到

期归还了到期的金融机构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45,596.50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股票投资重新分类至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 326,359,091.14 -100% 

较上年末减少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的衍生金融资产

及权益工具投资分别重分类至衍生金融资产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196,185,311.24 -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的衍生金融资产

重分类至衍生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1,215,022,669.03 497,807,692.46 144%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粮食和

农资采购款增加 

存货 2,185,686,204.78 1,325,378,310.87 65%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为巴西

玉米收获季新增的玉米存货以及为 19/20季大

豆种植季而准备的生产资料的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223,016,487.30 916,173,697.56 -76% 
较上年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的理财

产品到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745,768,021.67 -100% 

较上年末减少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重分类 

长期股权投资 1,174,532,457.17 521,742,037.49 125%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业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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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对大康肉食品的投

资重新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0,563,789.44 -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交易性金融资产中的新西

兰股票投资以及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对慈

溪富农和 Penensula 的投资重新分类至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663,032.48 -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期末按成本计量的 Sicred Norte do 

Parana、Sicoob Norte do Parana 及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 Creditorios 

Nao-Padronizados Agronegocio Funding I 的投

资重新划分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35,632,651.35 109,008,503.00 116%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将巴西子公

司小股东增资投入的土地转为对外出租 

在建工程 223,083,056.27 433,904,062.63 -49% 
较上年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肉牛项目工

程从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2,891,850.78 77,755,464.87 84%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巴西子公司

根据税收优惠政策确认了递延所得税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87,282,745.86 -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中的或有对价重新

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290,298,538.00 -100% 

较上年末减少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中的衍生金融资产

及或有对价重新分类至衍生金融负债和交易

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82,272,635.94 -  

较上年末增加的原因是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中的衍生金融资产

重新分类至衍生金融负债 

预收款项 1,268,236,442.58 422,513,100.83 200% 
较上年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的粮食

贸易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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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 103,053,000.00 -100% 
较上年末减少的原因是本期短期应付债券到

期 

长期应付款 87,583,263.23 142,428,733.00 -39% 
较上年末减少的原因是本期支付了长期应付

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027,242.63 23,981,572.38 -54% 

较上年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子公司税收

优惠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

债进行了抵消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差异解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6,283,017.89 91,729,542.05 -82%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子公司本

期税收优惠降低了税金及附加 

财务费用 232,536,389.42 498,092,235.83 -53%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子公司美

元借款因雷亚尔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加：其他收益 2,920,375.00 -716,117.16 -508% 
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政府

回购土地，相应的退回和土地相关的政府补助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60,857,244.05 178,107,604.02 -66%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巴西子公司远

期合约交割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96,254,695.46 167,891,524.60 -43%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远期合约公允

价值的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98,789.12 141,183,011.16 -99%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回了已

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以及本期根据新金

融工具准则减值规定将应收款项减值损失从

此项目转入信用减值损失项目核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2,385,982.02 15,448,681.35 -180%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本期处

置了生产性生物资产产生了亏损，另一方面是

上期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而获得的收益 

加：营业外收入 13,780,654.70 28,818,331.26 -52%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确认

了超期应收款利息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7,324,400.66 3,560,969.25 106% 
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因商业让

利豁免了部分超期应收款利息 

减：所得税费用 -67,120,176.61 -241,275,970.96 -72%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巴西子公

司根据公司战略及巴西新的税法规定对上期

以及前期税务亏损计提的递延所得说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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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差异解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380,243.37 201,005,786.10 -150% 

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存货未实

现收入，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入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0,331,354.92 -707,210,458.09 -35%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剔除由定期存款质押

而偿还的到期借款后，偿还的银行借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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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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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1,446.46 42.8 -2,390.66  575.84 428.43 7,671.04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 -2,315.15 0 0 0 0 19,618.53 不适用 

基金 2,425.84 0 0 0 0 0 2,595.82 自有资金 

其他 4,200.75 0 0 0 0 20.28 4,220.38 自有资金 

合计 18,073.04 -2,272.35 -2,390.66 0 575.84 448.7 34,105.77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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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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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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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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