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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0-023 

债券代码：128030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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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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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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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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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康生物 股票代码 0021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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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运江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
康企业大厦 11 层 

 

电话 0991-6626101  

电子信箱 xj_gyj@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以成为中国一流的健康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为目标，实现了现代畜牧业畜禽良种繁育-

饲料与饲养管理-动物药品及疫病防治-畜产品加工销售 4 个关键环节的完整闭合，形成动物疫苗、饲料及

饲用植物蛋白、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架构，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模

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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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7649 万

吨，比上年下降 10.2%。其中，猪肉产量 4255 万吨，下降 21.3%；牛肉产量 667 万吨，增长 3.6%；羊肉产

量 488 万吨，增长 2.6%；禽肉产量 2239 万吨，增长 12.3%。禽蛋产量 3309 万吨，增长 5.8%。牛奶产量

3201 万吨，增长 4.1%。2019 年年末生猪存栏 31,041 万头，同比下降 27.5%；生猪出栏 54,419 万头，同

比下降 21.6%。 

 1、动物疫苗行业 

2019 年以来，受猪周期、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生猪产能下降；而生猪市场作为兽药行业的

最大需求之一，其市场低迷直接导致了兽药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兽药协会《兽药产业发展报告（2018 年

度）》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 1614 家（不完全统计）兽药生产企业完成生产总值 505.96 亿元，销售额 

458.97 亿元。其中，99 家（不完全统计）兽用生药制品企业实现产值 149.71 亿元，同比减少了 3.43%，

实现销售额132.92亿元，同比减少0.54%。销售额前10名的生药企业的销售额占生物制品销售额的59.77%，

产业集中度高。 

近年来，农业部不断出台政策规范行业的生产经营，行业进入门槛不断提升，而非瘟疫情下行业加速

出清，预计未来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而随着政策逐渐放开强免疫苗的销售和研发，未来行业竞争重点也

逐渐发生迁移，将由过去政采苗时代里的生产资质竞争转为目前的工艺和市场化能力的竞争，未来将全面

转为研发能力的竞争，有研发资质的（如 P3 实验室等）、技术储备的企业将致胜。 

2、饲料行业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9 年全国饲料工业发展概况》，2019 年，受生猪产能下滑和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等

影响，全国工业饲料产值和产量下降，产品结构调整加快，饲料添加剂产品稳步增长，规模企业经营形势

总体平稳。 

2019 年，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 8088.1 亿元，同比下降 9.0%；营业收入 7780.0 亿元，同比下降 10.5%。

其中，饲料产品产值 7097.7 亿元、营业收入 6858.5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9.8%、11.5%。全国工业饲料总

产量 22885.4 万吨，同比下降 3.7%。其中，配合饲料 21013.8 万吨，同比下降 3.0%；浓缩饲料 1241.9 万

吨，同比下降 12.4%；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542.6 万吨，同比下降 10.6%。分品种看，猪饲料 7663.2 万吨，

同比下降 26.6%，其中仔猪、母猪、育肥猪饲料分别下降 39.2%、24.5%、15.9%；蛋禽饲料 3116.6 万吨，

同比增长 9.6%，其中蛋鸭、蛋鸡饲料分别增长 27.2%、1.8%；肉禽饲料 8464.8 万吨，同比增长 21.0%，其

中肉鸡、肉鸭饲料增长 17.9%、25.2%；反刍动物饲料 1108.9 万吨，同比增长 9.0%，其中肉牛、奶牛、肉

羊饲料分别增长 32.5%、0.8%、7.8%；水产饲料 2202.9 万吨，同比增长 0.3%；其他饲料 241.9 万吨，同

比增长 29.5%。在饲料总产量中，猪饲料占比从上年的 43.9%下降到 33.5%，禽饲料占比从上年的 41.4%上

升到 50.6%。 

3、生猪养殖行业 

从 2018 年 8 月 3 日，我国确诊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到 2020年 1 月初全国共报告发生了 162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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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 120 万头染疫生猪。2019 年全年,全国共报告发生了 63 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

猪 39 万头，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19 年猪肉产量 4255 万吨，比上年下降 21.3%；年末生猪存栏 31,041 万头，同比下降 27.5%；

生猪出栏 54,419 万头，同比下降 21.6%。猪肉市场供给偏紧、价格涨幅较大，带动畜禽产品价格总体走强。

10 月份以后，随着国家和地方一系列生猪稳产保供政策措施密集出台、落地，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增强，

全国生猪生产企稳回升，市场预期趋于稳定，猪肉价格有所回落，保持高位运行。 

4、玉米收储行业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玉米产需有缺口、库存仍充裕，价格小幅波动。受种植结构

继续调整影响，2019 年玉米面积略减，但主产区气象条件总体好于上年，玉米产量增 1.4%。受生猪产能

下降影响，猪用玉米饲料消费减少，但肉禽等替代品饲料消费增长明显，玉米饲料消费总体小幅下降。玉

米深加工新开工项目增加，工业消费刚性增长。2019 年玉米产需缺口在 500 亿斤左右，但由于库存水平较

高，玉米供需关系仍保持平衡偏宽松的格局，市场运行基本平稳。秋季新玉米上市后华北、东北主产区价

格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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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476,316,392.02 5,273,032,350.33 41.78% 4,630,025,73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486,713.22 313,726,252.74 105.43% 407,149,78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6,015,341.32 290,230,728.41 119.14% 394,376,01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979,542.98 -1,178,441,646.71 126.05% 649,327,32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3 81.82%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3 81.8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3% 10.16% 6.67% 14.6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154,464,066.40 8,508,742,207.44 31.09% 5,872,850,8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92,802,200.06 3,209,604,751.62 43.10% 2,985,928,842.7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4,813,855.90 1,509,356,384.53 2,465,640,042.52 2,296,506,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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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20,108.83 51,091,478.03 221,692,437.81 342,782,6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06,552.91 46,423,575.09 219,135,218.04 343,249,99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96,377.87 444,342,138.69 872,023,250.70 -1,107,282,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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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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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6.64% 283,929,184 0   

北京融元宝通

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45% 100,696,551 0 质押 100,696,551 

新疆天邦鸿康

股权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7% 62,580,733 0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畜牧科学

院 

国有法人 2.67% 28,499,744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5% 26,063,623 0   

新疆天达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22,1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2.07% 22,011,400 0   

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1.99% 21,254,600 0 质押 2,350,000 

新疆天成拓展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11,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3% 9,8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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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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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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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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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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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债券 天康转债 128030 2023 年 12 月 22 日 17,208.41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相关规定，本期为“天康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起

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5%（含税），

即每 10 张“天康转债”（10 张面值总额为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00（含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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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凡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含）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报告期内公司合计兑付利息金额为

912,787.50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

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联合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于2019年6月22日出具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结果：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公开发行的“天康转债”的债

券信用等级为 AA。（详见刊登于2019年6月25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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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3.70% 61.47% -7.7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8.22% 11.31% 6.91% 

利息保障倍数 3.96 4.89 -19.0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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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的披

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47,631.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78%，营业利润59,068.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7.26%，利润总额58,992.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4,448.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3,601.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14%。 

2019年度，公司饲料业务销售收入为293,077.24万元，同比增长14.39%，饲料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39.20%。全年饲料销售量为133.42万吨，同比增长15.53%。其中，猪饲料56.11万吨，同比增长8.38%；

禽用饲料49.34万吨，同比增长19.49%；水产饲料4.97万吨，同比下降15.14%；反刍饲料19.72万吨，同比

增长36.12%。 

2019年度，公司制药业务销售收入为55,519.23万元，同比下降25.96%。制药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7.43%。全年动物疫苗销售量为98,562.06 万头份（毫升），同比下降21.06%。其中，口蹄疫疫苗

销量61,342.87万头份，同比下降14.44%，小反刍兽疫疫苗销量24,980.31万头份，同比下降32.97%，猪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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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病疫苗销量1,292.78万头份，同比下降29.51%，猪瘟疫苗销量723.20万头份，同比下降9.71%，布病疫

苗销量6,838.28万头份，同比下降28.60%；其它疫苗销量3,384.62万头份，同比下降8.17%。 

2019年度，公司生猪养殖及食品加工业务销售收入为164,412.01万元，同比增长92.34%，生猪养殖及

食品加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1.99%。全年共出栏生猪84.27万头，同比增长30.31%。 

2019年度，公司植物蛋白及油脂加工业务销售收入为80,580.87万元，同比下降5.74%，植物蛋白及油

脂加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0.78%。 

2019年度，玉米收储业务销售收入为125,001.61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6.72%。 

2019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为24.99%，同比增长了4.02个百分点。其中，制药业务毛利率为

60.12%，同比增长了1.17个百分点；饲料业务毛利率为14.33%，同比下降了0.32个百分点；生猪养殖及食

品加工业务毛利率为42.42%，同比增长了27.01个百分点；植物蛋白及油脂加工业务毛利率为10.82%，同

比下降1.32个百分点；玉米收储业务毛利率为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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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屠宰加工及肉制

品销售 
1,162,972,818.02 556,199,905.88 47.83% 124.21% 452.89% 28.44% 

生猪养殖 481,147,304.84 141,314,418.82 29.37% 43.17% 354.01% 20.11% 

饲料 2,930,772,440.50 419,836,797.34 14.33% 14.39% 11.86% -0.32% 

兽药 555,192,349.94 333,811,951.85 60.12% -25.96% -24.50% 1.17% 

玉米收储 1,250,016,135.32 233,590,918.73 18.69%    

油脂加工 805,808,685.38 87,221,098.16 10.82% -5.74% -15.9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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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收入74.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78%，主要是由于饲料、养殖产销规模扩大以及

新增了玉米收储业务；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6.4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5.43%，业绩大幅增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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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食品养殖业务中生猪销售均价较上年有大幅提高，业务毛利率有较大提升，同时公司生猪出栏量

有较大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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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编制2019年1

月1日以后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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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公司按照要求修改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

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相应进行调
整。 

2019年9月2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16号通知
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

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并对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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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调整后）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调整前） 

应收账款 215,224,695.75  

应收票据 70,722,125.94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285,946,821.69 

应付票据 5,000,000.00  

应付账款 197,025,405.71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202,025,405.71 

 

（2）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

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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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

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

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

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其他流动资产 319,670,541.21 -14,211,000.00 305,459,541.21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211,000.00 14,211,000.00 

2）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金融工具类别 修订前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2,148,179,275.7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2,148,179,275.72 

 

应收票据 贷款和应收款项 70,722,125.9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70,722,125.94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215,224,695.7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215,224,695.75 

应收款项融资   已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74,576,545.6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174,576,545.61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
短期理财财产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210,000.00 已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14,210,000.00 

短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2,675,203,032.3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2,675,203,032.32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5,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5,000,000.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197,025,405.7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197,025,405.71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336,811,568.1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336,811,568.13 

3）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8年12

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2018年12月31

日） 

A.金融资产 

a.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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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2,148,179,275.72   2,148,179,275.72 

应收票据 70,722,125.94   70,722,125.94 

应收账款 215,224,695.75   215,224,695.75 

其他应收款 174,576,545.61   174,576,545.61 

b.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产-保本固定收益理

财产品 

14,211,000.00 -14,211,000.00   

     

     

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B.金融负债 

短期借款 2,675,203,032.32   2,675,203,032.32 

应付票据 5,000,000.00   5,000,000.00 

应付账款 197,025,405.71   197,025,405.71 

其他应付款 336,811,568.13   336,811,568.13 

     

4）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 

损失准备/按或有事项 

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提损失准备 （2019

年1月1日）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22) 

应收账款 17,412,475.63   17,412,475.63 

其他应收款 47,778,377.80   47,778,377.80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年度未发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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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子公司新疆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收购新源县汇丰永盛粮业有限公司、伊宁县国合农业

有限公司、拜城县国合绿丰粮业有限公司、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国合农业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可克达拉市

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新源县天康汇通农业有限公司、新疆天康汇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河南宏展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漯河天康民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县天康宏展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本报告期清算注销了子公司新疆亚泰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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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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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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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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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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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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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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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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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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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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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