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127                                                  公司简称：金健米业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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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喻建良 工作原因 杨平波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健米业 60012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陈绍红 胡靖 

办公地址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事

处莲花池居委会崇德路158号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

事处莲花池居委会崇德路158号 

电    话 0736-2588288 0736-2588216 

电子信箱 dm_600127@163.com hj_600127@163.com 

 

2.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以优质粮油、新型健康食品和药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为主，主要产品有大米、面粉、

面条、植物油、牛奶、药品、休闲食品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农、工、科、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坚持以粮油食品精深加工为产

业发展方向，采取实体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大米产品为龙头、面油产品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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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了面向全国的复合式、多渠道的营销网络平台。同时，公司着手打造电商与社区连锁自有零

售终端商业运作平台，拓展新型经营模式。 

3、行业情况说明 

（1）粮油行业 

报告期内，我国粮油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呈现出了寡头竞争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65,789万吨，已连续 4年稳定在 6.5亿吨以上；油料产量为 3439万吨。2018

年，全国大米总产量为 10580.53万吨，同比上年增长 4.08%；全国精制食用植物油总产量为 5,066

万吨，同比上年下滑 16.57%。目前，随着消费者品质消费观念不断提升，粮油行业中大品牌企业

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品牌优势日益凸显。未来几年，我国粮油行业大整合局面或将出现。 

   （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2）乳品行业 

报告期内，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我国乳品行业正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品质量得

到有力保障，广大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信任度日益提升。2018年，我国乳制品产量为 2687.10万

吨，同比减少 8.45%。同时，随着整个乳品行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细分产品种类增多，消费量

趋于稳定状态的液态奶和奶粉仍占据较高比重。 

 （以上数据来源于 wind） 

（3）农产品贸易行业 

报告期内，受国际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不确定性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产品贸

易行业面临着产品生产成本上升、部分农产品进口过度等诸多挑战。2018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

总额为 2,168.10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其中出口 797.10亿美元，同比增长 5.5%；进口 1,37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贸易逆差 573.8亿美元，同比增长 14.0%。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信息网） 

（4）药品行业 

报告期内，由于受医药行业部分药品限制性政策频繁发布的影响，大输液的销售量持续下滑，

采购价格也在不断走低，其利润空间被限制，故以生产大输液为主的中小企业退出市场的速度逐

步加快，行业集中度得到快速提升。但对于大输液行业规模的领军企业，在行业呈细分态势

之下，未来或将持续受益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带来的实际健康需求，将会进一步挤占中小

企业市场，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 

 

2.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6年 

总资产 2,192,319,626.21 2,039,237,019.48 7.51 1,813,840,113.12 

营业收入 3,011,223,472.35 2,759,606,169.58 9.12 2,217,231,93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43,018.98 10,965,969.16 -584.62 10,083,1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995,246.58 -1,452,817.69 不适用  -13,329,72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1,596,492.48 754,714,070.17 -7.04 743,747,77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8,495.60 1,642,208.41 -176.63 -140,487,01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8 0.0171 -584.21 0.01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8 0.0171 -584.21 0.0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1.46 减少8.76个百分点 1.36 



4 
 

2.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74,717,054.92 746,642,266.74 770,218,267.76 819,645,8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7,128.90 220,492.85 -22,627,753.91 -35,612,88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50,406.59 -3,579,016.35 -27,926,935.51 -46,739,70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18,764.90 42,679,353.02 14,464,407.90 -113,521,021.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编制的 2018年度财务报表需相应进行调整，此项会

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具体为：公司将 2018年 1-3月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万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导致 2018年 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原披露金额增加 12万元。 

 

2.4   股本及股东情况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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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7,3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63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 143,350,051 22.34 - 无  国有法人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 24,330,900 3.79 - 未知  国有法人 

湖南湘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406,805 12,406,805 1.93 - 无  国有法人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6,053,776 0.94 - 未知  国有法人 

湖南兴湘投资有限公司 - 4,052,386 0.63 -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3,725,000 0.58 - 未知  未知 

李莲子 58,900 2,427,300 0.38 - 未知  未知 

韩建东 - 2,294,971 0.36 - 未知  未知 

郭惠平 - 2,000,000 0.31 - 未知  未知 

林润颜 - 1,700,000 0.26 -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金霞

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与湖南湘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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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0.11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14.30

万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21.9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02亿元。 

 

3.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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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 

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需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

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

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的

项目中列示； 

9.“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本次调整对 2017年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表：   

单位：元、人民币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4,276,120.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6,471,428.40 

应收账款 142,195,308.07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7,553,921.6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553,921.66 

固定资产 594,293,214.22 
固定资产 594,293,214.22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1,288,617.66 
在建工程 11,288,617.66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6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8,663,304.74 

应付账款 128,663,304.74 

应付利息 1,051,161.52 

其他应付款 42,794,097.6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1,742,936.12 

管理费用 93,991,060.89 
管理费用 89,383,503.72 

研发费用 4,607,5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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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43,127,803.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837,803.1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6,71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6,710,0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3.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金健粮食有限公司、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

销有限公司、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19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公司财务报表的附注部分之“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