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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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喻自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善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先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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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66,748.89 1,333,974,841.38 7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09,583,967.18 804,614,226.21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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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12,814.15 1.84% 1,535,215,356.31 1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906,112.38 -61.91% 179,710,040.97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610,563.37 -73.34% 161,535,755.53 -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802,977.36 -101.64% 76,717,786.10 -6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71.53% 1.99 -1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71.53% 1.99 -1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12.59% 14.34%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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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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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5,881.01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3,084,079.21 疫情损失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79,3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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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9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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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3,686.76  

合计 18,174,28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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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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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自文 境内自然人 22.58% 23,000,000 23,000,000   

邢卫民 境内自然人 22.58% 23,000,000 23,000,000   

湖南大靖双佳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2% 10,000,000 10,000,000   

新疆唯通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2,500,000 2,500,000   

喻薇融 境内自然人 1.96% 2,000,000 2,000,000   

邢成男 境内自然人 1.96% 2,000,000 2,000,000   

黄琼 境内自然人 1.23% 1,250,000 1,250,000   

舒军 境内自然人 1.23% 1,250,000 1,250,000 质押 1,250,000 

蔡拥军 境内自然人 1.10% 1,125,000 1,125,000   

吴志刚 境内自然人 0.98% 1,000,000 1,000,000   

杨全珍 境内自然人 0.98%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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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843,312 人民币普通股 84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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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内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31,501 人民币普通股 631,5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沪

港深新起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5,624 人民币普通股 615,624 

#梁慧颖 5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优

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3,727 人民币普通股 593,72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华农业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563,518 人民币普通股 563,5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2,172 人民币普通股 532,17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上海远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远策财富稳增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20,799 人民币普通股 320,799 

华安财保资管－浦发银行－华安

财保资管安源 10 号集合资产管理

产品 

266,923 人民币普通股 266,9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喻自文与邢卫民系一致行动人，喻薇融系喻自文女儿，邢成男系邢卫民女儿；吴志刚系

喻自文外甥女婿，杨全珍系喻自文妻妹。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前 10

名股东与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梁慧颖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597,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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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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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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58,928,254.34 191,942,976.42 295.39% 主要系本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所致 

存货 291,192,431.62 185,770,404.68 56.75% 主要系山东公司开始运营、消耗性生物资

产增多，生鲜区域扩大生鲜存货相应增

加，以及橘友农业开展农药、化肥、柑橘

销售后存货增加较多 

固定资产 697,273,310.31 528,472,025.53 31.94% 主要系母公司家禽品种测定站、万福种禽

自养场、两合肉禽自养场、中和铺肉禽自

养一分场建成投产，润乐公司屠宰项目转

固所致 

短期借款 187,000,000.00 57,000,000.00 228.07%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98,347,813.10 71,513,151.49 37.52% 主要系山东公司、润乐公司、橘友农业公

司经营规模扩大应付款增多所致 

资本公积 726,190,098.67 106,184,398.67 583.90% 主要系本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7-9月 2019年7-9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18,738,624.00 11,794,974.51 58.87% 主要系新开发的山东等公司费用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11,241,238.89 1,912,543.66 487.76% 主要系疫情期间国家进行了社保等保险

减免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45,801,276.54 33,717,735.77 35.84% 主要系新开发的山东等公司费用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18,675,881.01 5,395,783.09 246.12% 主要系疫情期间国家进行了社保等保险

减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8,953,545.67 21,904,761.83 32.18% 主要系收到政府项目资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6,717,786.10 199,643,391.44 -61.57% 主要系应收款增加、存货增加等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623,603.19 -110,834,616.16 125.22% 主要系固定资产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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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9,891,095.01 -23,006,379.80 3316.03% 主要系本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及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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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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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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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1 号）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5,63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9.6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9,416,900.00 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之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5,635,700.0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天健验〔2020〕2-9号”验资报告。本报告

期内（7-9月）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4,485.43万元，截止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14,112.87万元，其中：直接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478.13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3,987.14万元，偿还银行贷款7,647.6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50,450.7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0,787.08万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差异336.38万元，

其差异原因为：(1)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人民币336.61万元；(2)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支出银行手续费人民币0.23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0 0 

合计 10,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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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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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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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信建投-孙金

琦；中信证券-

朱欣頔；东方资

产-谭鹏万、陈太

中等 32 家机构

投资者 

公司冰鲜业务

发展情况、生猪

发展规划以及

疫情对公司的

影响等。 

详见 2020 年 7 月 8 日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6） 

2020 年 07月 31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信证券-朱欣

頔；国泰君安-

公司冰鲜业务

发展情况、生猪

详见 2020年 7月 31日

在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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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凯锋、中泰食

品-熊欣慰等 40

余家机构投资

者 

养殖项目的进

度以及分子公

司运营情况等。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7） 

2020 年 08月 2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朱欣

頔；长江证券-

姚雪梅；安信基

金-黎志军；WT-

唐商恩；绿地金

控-郑琢璞；上海

希瓦资产-胡周；

国寿安保基金-

熊靓等 13 家机

构投资者 

公司冰鲜业务

发展情况、食品

安全把控以及

品牌塑造情况

等. 

详见 2020年 8月 24日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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