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公司与杨文菊签订《资产购买协议》，购买杨文菊经营的临
澧县大江生态农业养殖场（即公司现有的“养殖一分场”），并约定该养殖场所
占用土地租金为０．９万元每年，租期共五年，并约定自２０１６年开始，每五年递增
一次，每次增加标准为５０元 ／亩。

（４）关联方借款
２０１５年９月， 公司出资１，５３０万元认购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３％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喻自文担任该银行董事，该银行成为公司关联方。 报
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借入金额 利率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湖 南 石 门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５００．００

月利率０．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８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８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１，４００．００ 月利率０．５％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１，４０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４８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 固定资产借款

１，３２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 固定资产借款

１，００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１，００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９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３０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２５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流动资金借款

４５０．００ 年利率６％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日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流动资金借款

公司从湖南石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的借款利率根据市场利
率确定，与公司从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借款利率无重大差异。

（５）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采购、销售及其他交易均是以当时市场价格为

基础， 双方协商制定， 价格与其他非关联方客户及供货商的同期价格基本一
致。

（６）其他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部分关联方之亲属和子公司少数股东存在交易行为，具

体情况如下：
１）支付代养费

单位：万元
代养户 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唐植军 副总经理杨文菊之表弟 ，
公司种鸡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 ３．３９ ７３．０８

涂义枝 副总经理杨文菊之表弟 ，
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 ６．２５ １５．４３

吴先庆 副总经理杨文菊之表弟 ，
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９．１９ ７．１４ ７．１１

喻自成 实 际 控 制 人 喻 自 文 之 堂
弟，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 － ２．７５

吴先国 副总经理杨文菊之表弟 ，
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 － ０．０７

杨建伟 实际控制人喻自文之侄女
婿，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３．３０ １９．４７ －

喻友珍 实 际 控 制 人 喻 自 文 之 堂
姐，公司代养户 支付代养费 － － １．０３

合计 １２．４９ ３６．２４ ９９．４７

占支付代养费总额的比例 ０．１５％ ０．４３％ １．３４％

２）采购活禽
单位：万元

供应商 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单长国 实际控制人喻自文之外甥女
婿，活禽供应商 活禽采购 － － ９６．６７

合计 － － ９６．６７
占外购活禽的比例 － － ２．４３％

公司向单长国采购的主要为黄油母鸡。报告期内，公司向上述供应商采购
的主要产品采购单价与其他主要供应商单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斤

供应商 主要采购品种
采购单价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单长国 黄油母鸡 － － ５．９２

黄宏清 黄油母鸡 － － ５．７７

陈锦全 黄油母鸡 － － ５．９６

报告期内，公司从关联方之亲属采购的活禽根据市场价格确定。由于活禽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不同时间价格存在一定差异，故公司向单长国采购的主要
品种单价与其他主要供应商同品种采购单价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较小。

３）采购有机肥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１ 石门县桔农之友农资
有限公司

持有橘友农业
４９％股权 － ２．３７ ４４．２９

４）运输劳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１ 袁勇 本公司的子公司少数
股东之子 － ０．７０ －

５）出售商品
单位：万元

客户 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王兰雪 实 际 控 制 人 邢 卫 民
之侄女，养猪户 销售饲料 ３５．０５ ６２．８６ ６３．３２

袁勇 本 公 司 的 子 公 司 少
数股东之子 活禽销售 １６３．８０ ５１２．３２ ７７．３４

石门县桔农之
友农资有限公

司

持有橘友农业４９％股
权 销售生物肥 ３０．８０ － ７．４７

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１３％

６）房屋租赁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８日，润乐食品与长沙惠湘禽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

长沙惠湘禽业有限公司将位于长沙县黄兴镇长沙鲜禽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的家
禽市场商务配套区２号楼（１－５层）出租给润乐食品使用，租期十年。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浏阳农牧与袁建树每年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袁建
树将其位于浏阳市葛家乡马家湾村马家组的一套房产提供给浏阳农牧使用，
租期一年。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１ 长沙惠湘禽业有限公司 持有润乐食品３５％股权 １１８．２１ １１９．５１ ４５．８２
２ 袁建树 持有浏阳农牧２０％股权 － ２．６０ ２．６０

２、报告期内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

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１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０２月１６日 ２０１８年０２月１５日 是

２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的子公司 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０２月１２日 ２０１７年０２月１２日 是

３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的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１５年０２月１２日 ２０１８年０２月１２日 是

４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否

５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９日 是

６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 是

７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是

８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１日 是

９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 否

１０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否

１１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否

１２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是

１３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９日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 是

１４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的子公司 １，４００ ２０１７年０３月３０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是

１５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是

１６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 是

１７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是

１８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是

１９ 喻自文、邢卫民 本公司的子公司 １，４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是

２０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９００ 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 是

２１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８日 是

２２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９日 是

２３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１日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是

２４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是

２５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４日 否

２６
喻自文、邢卫
民、杨宜珍、杨

文菊
本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９日 否

２７
喻自文、杨宜
珍、邢卫民、杨

文菊
本公司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３日 否

（三）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已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

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履行了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遵循了平等、自愿、合理的原则，关联交易作价公平、公允。有关关联交易
符合发行人经营需要，是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任期

喻自文 董事长 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邢卫民 副董事长 喻自文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何业春 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唐善初 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吴志刚 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周靖波 董事 大靖双佳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易华 独立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肖海军 独立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袁翠兰 独立董事 喻自文、邢卫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喻自文先生，１９６７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 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石门县富民禽业有限公司、亚飞农牧执行
董事、 经理；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与邢卫民轮流担任双佳农牧董事长、总
经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获得湖南省第八届五四青
年奖章、湖南省２００２年度杰出青年星火带头人、２００５年“全国劳动模范”等荣
誉。

邢卫民先生，１９６９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 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宝峰禽业执行董事、经理；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与喻自文轮流担任双佳农牧董事长、 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任公
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９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曾获得共青团中央、
农业部授予的２００７年度“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

何业春先生，１９７１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畜牧师。 １９９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历任湖南正虹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片区
业务主管、江苏江阴分公司技术总监、安徽淮北分公司销售经理与总经理、营
销中心总经理、 产销部总经理；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任江苏淮安良业饲料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任湖南正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石家庄分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北京博正清和管理咨
询公司咨询师；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双佳农牧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及科技研发中心主任；２０１５年６月至今兼任
郑州慢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

唐善初先生，１９６２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 会计师。 １９８１年８月至１９９０年２月历任石门县供销社合作社日杂果品公
司、工业品总公司会计、财会股长、副总经理；１９９０年３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历任常德
市石门三江口水电管理局财务科副科长、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龙凤园艺场副
厂长及副书记、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财务科科长；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
任湖南三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双佳农牧
财务总监；２０１２年６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吴志刚先生，１９７７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９７
年６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亚飞农牧技术员；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任双佳农牧肉
禽事业部经理及总经理助理；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湘佳食品总经理；２０１２
年６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食品产业园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９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食品产业园总经理、润乐食品总经理。

周靖波先生，１９６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 １９９０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８月任湖南省纪委监察厅科员；１９９５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
月，任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深圳证券营业部总经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任湘财证券深圳证券营业部及南方总部总经理；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８月，任湖
南长沙财富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总裁；２００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任湖南省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总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任湖南财信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长沙大靖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今，任湖南臻泰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易华女士，１９６９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
历。 １９９０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任湖南生物制药厂主办会计；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任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２００９年２月
至今，任长沙高新开发区亚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
月，任上海杰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任长沙驰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财务总监；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任湖南启迪众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湖南
威视远迅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今，任北京明卓青基科技有
限公司监事。

肖海军先生，１９６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 １９８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任邵阳学院政史系讲师、副教授；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至
今，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２００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任湖南通程律
师事务所兼职律师；２００６年５月至今， 任长沙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２００７年７
月至今，任湖南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２０１１年７月至今，任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今，任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
兼职律师；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任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至今，任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今，任湖南梦
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袁翠兰女士，１９５４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 １９７５年７月至１９７６年７月， 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黄山头畜牧站技术员；
１９７６年８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畜牧水产局站长、 副局长；
１９８３年１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尤乡党委副书记；１９８８年１
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畜牧水产局常务副局长；１９９５年１月
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任湖南省常德市畜牧水产局总工程师；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 任湖南省常德市畜牧水产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任湖南省常德市畜牧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湖
南省常德市政协经科人资环委主任；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湖南省常德市
政协任职；２０１４年５月至今，退休。

（二）监事会成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任期

饶天玉 监事会主席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陈明 监事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漆丕君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饶天玉先生，１９６７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７年于石门县连杆厂工作；１９９７年５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历任亚飞农牧
技术员、销售部经理、采购部经理；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历任双佳农牧业
务员、采购部副经理、采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经理；２０１２年６月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任湘佳牧业供应部经理 ；２０１２年６月至今任湘佳牧业监事会主
席；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兼任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今任现
代农业总经理。

陈明先生，１９６４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８２年３
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历任石门县粮食局太平粮站会计、 主任；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６
月任岳阳农牧副总经理；２０１２年７月至今任岳阳农牧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２月兼任岳
阳湘佳总经理。

漆丕君先生，１９６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
学历。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３年５月任石门县泥市中学代课教师；１９８３年６月至１９９５
年１２月历任石门县氮肥厂生产调度员、车间主任、中心调度室主任；１９９６年１月
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历任石门县玉叶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兼人力资源部长、党委
副书记；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任双佳农牧人力资源部经理兼工会主席；２０１２
年６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人力资源部经理、行政部经理。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 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任期

喻自文 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何业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唐善初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杨文菊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吴志刚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覃海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０６月１３日至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２日

喻自文先生，总经理，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董事简介。
何业春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董事简介。
唐善初先生，财务总监，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董事简介。
吴志刚先生，副总经理，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董事简介。
杨文菊女士，１９６９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７月，进入家禽养殖行业，个体养殖户；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任宝峰禽业业务经理；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在双佳农牧先后从事销售、技术
服务、审计等工作；２０１２年９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覃海鸥先生，男，１９８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文化。
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个人经营石门县腾飞电脑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食品产业园电商业务部任副经理；
２０１５年６月至今任湖南湘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湖南润乐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 ２０１７年９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四）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有核心技术人员三名。
何业春先生，其基本情况参见本节董事简介。
郑泽敦先生，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毕业，畜牧

师。 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广东湛江家丰饲料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从事肉鸡
饲养试验工作、技术品管部工作，后任生产部副经理；２００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
历任双佳农牧技术服务员、饲料厂厂长、生产部经理、品管部经理；２０１２年６月
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任公司质量控制中心经理， 主管公司全产业链质量及食品安全
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今任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杨杰先生，１９８４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兽医师。
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７月任双佳农牧技术服务部技术员；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２
月任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技术员；２０１１年３月至今历任公司技术
员、部门副主任、临澧服务部主任、服务部副经理、种禽部副经理，有长期从事
优质鸡基层养殖服务和管理的经验。

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喻自文、邢卫民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两人各直接持有公司３０．１６％的股权，并列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喻薇融出具《授权委托书》，在喻薇融持有湘佳牧业股份期
限内，喻薇融承诺不参与湘佳牧业的实际经营和决策，将持有的湘佳牧业股份
所享有的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委托给喻自文代为行使。

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邢成男出具《授权委托书》，在邢成男持有湘佳牧业股份期
限内，邢成男承诺不参与湘佳牧业的实际经营和决策，将持有的湘佳牧业股份
所享有的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委托给邢卫民代为行使。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喻自文和邢卫民两人直接和间接控制的
公司表决权比例共计为６５．５７％。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合并会计报表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

资产方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９１，９４２，９７６．４２ １１２，１８２，０２６．４８ ７８，０６５，４４４．９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 －

应收账款 １５７，００８，９０２．２５ １４２，５０６，１７２．８６ １００，２５６，６４９．５５

预付款项 ７，７２８，８３６．５７ ３，７５４，８４７．６３ ４，１６８，３７３．０６

其他应收款 ６，８３０，７９５．０６ ５，８５４，３７５．７４ ５，２９８，９７０．８３

存货 １８５，７７０，４０４．６８ １５９，３７２，２９０．０３ １５５，２１３，７６８．８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３，６８８，４６２．４８ ４，５８２，８８５．２７ ８，６４６，６８１．３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６２，９７０，３７７．４６ ４２８，２５２，５９８．０１ ３５１，６４９，８８８．６０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６，８０７．４４ ７０，３５３．８８ ８３，９００．３２

固定资产 ５２８，４７２，０２５．５３ ５４８，７３５，７５９．３３ ５２１，７０９，４２２．３９

在建工程 ９１，０１６，５５５．９６ １２，８７６，０８５．９２ １５，６１０，５７８．５７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９，３２８，０３５．３０ １５，２７８，４０６．３６ １４，３２４，９６１．３３

无形资产 ７５，５２３，３３７．７０ ７６，３６３，１０２．４９ ７５，８９３，５８５．７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８５８，５９４．９９ ２，９３６，２０１．０９ ４，４４７，８５４．７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６，９４９，１０７．００ ３，２３７，４６１．００ ４，２５９，３６７．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７１，００４，４６３．９２ ６７５，２９７，３７０．０７ ６５２，１２９，６７０．１２

资产总计 １，３３３，９７４，８４１．３８ １，１０３，５４９，９６８．０８ １，００３，７７９，５５８．７２

负债和股东权益方
单位：元

负债及股东权益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

应付账款 ７１，５１３，１５１．４９ ８１，５６４，６１９．２４ ８８，８２２，７２９．３５

预收款项 ６，１８７，９１６．２４ ２，６６９，４２９．５２ ２，４６０，６４１．９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０，１５０，７５９．３４ ２９，７５０，４４５．８３ １７，２６５，８８０．６２

应交税费 ２，６２５，７３６．４９ ２，１１９，３４１．５４ １，７２４，２７５．４７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９，９８７，２６９．３０ １１５，７７９，６２０．５１ １０２，８１４，２４１．１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０３３，０００．００ ７２，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４，４９７，８３２．８６ ３６５，３７３，４５６．６４ ３３７，４３７，７６８．５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９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１２，５７７，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递延收益 ５４，６５２，１３８．９６ ４４，５６９，９９２．３０ ３６，７０３，７２５．２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５，０８９，１３８．９６ １３３，１６９，９９２．３０ １７６，５８３，７２５．２１

负债合计 ４９９，５８６，９７１．８２ ４９８，５４３，４４８．９４ ５１４，０２１，４９３．７４

股东权益：

股本 ７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０６，１８４，３９８．６７ １０６，１８４，３９８．６７ １０６，１８４，３９８．６７

减：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３８，４４８，１１４．４７ ３８，４４８，１１４．４７ ２９，１１６，７７３．１７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５８３，７３１，７１３．０７ ３５６，６２７，３９３．１９ ２５１，８８８，０２７．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０４，６１４，２２６．２１ ５７７，５０９，９０６．３３ ４６３，４３９，１９８．９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９，７７３，６４３．３５ ２７，４９６，６１２．８１ ２６，３１８，８６５．９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３４，３８７，８６９．５６ ６０５，００６，５１９．１４ ４８９，７５８，０６４．９８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３３３，９７４，８４１．３８ １，１０３，５４９，９６８．０８ １，００３，７７９，５５８．７２

２、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８７７，８６０，２０７．１０ １，５１４，１１８，２６０．７７ １，１５４，１５５，０７５．８８

减：营业成本 １，１６３，７２９，０６８．７８ １，０２８，４２６，６２０．５２ ８３４，８９５，２３７．１６

税金及附加 ３，７００，１４２．１６ ３，５４２，０３０．９８ ２，１１８，２４４．８４

销售费用 ３８１，７０９，０６４．８２ ２９７，６４４，５３４．２６ ２２８，４８８，０７５．３９

管理费用 ７８，２４９，９９７．７１ ４９，８６２，７００．９４ ３０，２５４，０４１．４０

研发费用 ３，７７６，０１８．１１ ３，１３８，１９３．８９ １，９０５，２６３．１３

财务费用 １２，００６，１２８．７１ １４，３９５，００８．６４ ８，３５１，４６９．０２

其中：利息费用 １２，４４７，８２０．９０ １３，９８８，３２０．０５ ８，０７０，７４６．９２

利息收入 １，３１４，６７９．４０ ３０３，７７１．６３ ２２４，９６７．２０

加：其他收益 １０，０１７，３７７．０６ ７，３５７，００３．８０ ７，６２８，４４１．４６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６１６，１９９．４６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
列） －１，４０９，３０１．６２ －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
列） －１，７１８，６５０．９９ －４，３５６，２０８．８９ －１，３６５，５９７．１９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９１９，８１５．４９ －７２８，０６０．９４ －９６，４９９．５４

二 、营业利润 （亏 损以 “－ ”号 填
列） ２４４，１１５，２２６．２１ １２０，７３１，９０５．５１ ５５，６５９，０８９．６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０７，３４９．９０ ６８８，１８０．６４ ８，８０７，９７３．８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２，１７１，０８４．４５ ３，３５０，７５０．１０ ２，６１６，００１．２３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２３２，５５１，４９１．６６ １１８，０６９，３３６．０５ ６１，８５１，０６２．３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３，１７０，１４１．２４ ２，８２０，８８１．８９ １，７８０，２９９．９６

四 、净利润 （净 亏 损以 “－ ”号 填
列） ２２９，３８１，３５０．４２ １１５，２４８，４５４．１６ ６０，０７０，７６２．３６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２２９，３８１，３５０．４２ １１５，２４８，４５４．１６ ６０，０７０，７６２．３６

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 －

（二）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２７，１０４，３１９．８８ １１４，０７０，７０７．３４ ５９，４７２，６５５．４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７７，０３０．５４ １，１７７，７４６．８２ ５９８，１０６．９６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９，３８１，３５０．４２ １１５，２４８，４５４．１６ ６０，０７０，７６２．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２２７，１０４，３１９．８８ １１４，０７０，７０７．３４ ５９，４７２，６５５．４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７７，０３０．５４ １，１７７，７４６．８２ ５９８，１０６．９６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２．９８ １．５０ ０．７８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２．９８ １．５０ ０．７８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８７７，３２２，８８９．４２ １，４７８，０３１，５６８．３９ １，１４１，８３８，２５３．２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３，１８６，００８．６５ ２６，９０７，９０４．０４ ２８，７９５，２８４．１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９１０，５０８，８９８．０７ １，５０４，９３９，４７２．４３ １，１７０，６３３，５３７．４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９６，７９０，１７１．３７ ９４３，３２１，６１５．７５ ７９７，０７３，９４４．１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０７，６４７，７０１．３２ ２５８，０８２，５３５．５２ ２０６，２３３，０５５．９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５９１，０１０．２０ ６，６３３，５８９．９４ ４，１２５，２２９．３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９７，０１５，０１５．３６ １１３，８１４，０８２．５９ ９７，１１３，４２２．１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０８，０４３，８９８．２５ １，３２１，８５１，８２３．８０ １，１０４，５４５，６５１．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２，４６４，９９９．８２ １８３，０８７，６４８．６３ ６６，０８７，８８５．７０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６１６，１９９．４６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１００，０６７．０５ １，８３１，２０４．５８ ３７４，８７５．１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３，７１６，２６６．５１ ３，１８１，２０４．５８ １，７２４，８７５．１１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６６，０９５，９２１．８０ ９６，２２４，８１８．９７ １５４，４０７，９５７．７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９６，０９５，９２１．８０ ９６，２２４，８１８．９７ １５４，４０７，９５７．７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２，３７９，６５５．２９ －９３，０４３，６１４．３９ －１５２，６８３，０８２．６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２４７，５００．００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 ２４７，５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６５，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６１２，５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１０，３０４，５４４．３４ １１，０４９，２６８．７２ １１，４９９，２７８．８５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０２９，８５０．２５ ９，３３８，１８４．００ ２０，３７２，６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７，４２４，３９４．５９ １４８，４３７，４５２．７２ １１５，６７１，８７８．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３２４，３９４．５９ －５５，９２７，４５２．７２ ７４，９４０，６２１．１５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９，７６０，９４９．９４ ３４，１１６，５８１．５２ －１１，６５４，５７５．８３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１２，１８２，０２６．４８ ７８，０６５，４４４．９６ ８９，７２０，０２０．７９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１，９４２，９７６．４２ １１２，１８２，０２６．４８ ７８，０６５，４４４．９６

（二）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８，７３２，６７６．７４ －１，８５９，４１５．００ －９６，４９９．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业务密
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９９２，１１７．３８ ７，３３９，１７１．１０ １５，８１７，０００．４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６６，１９９．４６ －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８５，９８２．６４ －１，５１３，３８２．７０ －１，９９６，５８６．３５

小计 －３６０，３４２．５４ ３，９６６，３７３．４０ １３，７２３，９１４．５７

所得税影响数 － －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１，８９４．５０ １２，８５０．８０ －９８．００

合计 －４３２，２３７．０４ ３，９５３，５２２．６０ １３，７２４，０１２．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２２７，５３６，５５６．９２ １１０，１１７，１８４．７４ ４５，７４８，６４２．８３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对净利润的影响 －０．１９％ ３．４８％ ２３．０８％

（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１．６８ １．１７ １．０４

速动比率（倍） １．１３ ０．７４ ０．５８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７．５０％ ４５．７５％ ５０．９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１．７５ １１．７４ １２．１０

存货周转率（次） ６．７１ ６．５４ ５．７７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３０，６０８．５２ １８，９９３．２２ １１，２９７．５５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９．６８ ９．４４ ８．６６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３．９７ ２．４０ ０．８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０５ ０．４５ －０．１５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不包含土地使用权）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０３％

注：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１０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净利润＋所得税＋折旧＋无形及长期资产摊销＋利

息支出
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度末普通股份

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年度末普通股份总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财务状况分析
（１）资产负债分析
１）资产的主要构成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５６，２９７．０４ ４２．２０％ ４２，８２５．２６ ３８．８１％ ３５，１６４．９９ ３５．０３％

非流动资产 ７７，１００．４５ ５７．８０％ ６７，５２９．７４ ６１．１９％ ６５，２１２．９７ ６４．９７％

资产总额 １３３，３９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３７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资产总额快速增加，２０１７年至
２０１９年资产总额复合增长率达到１５．２８％。 资产总额的增长来源于流动资产与
非流动资产的共同增长。

２）负债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５０．９０％、４５．７５％和３７．５０％，

公司的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等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４４９．７８ ６６．９５％ ３６，５３７．３５ ７３．２９％ ３３，７４３．７８ ６５．６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５０８．９１ ３３．０５％ １３，３１７．００ ２６．７１％ １７，６５８．３７ ３４．３５％

负债总额 ４９，９５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８５４．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４０２．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年度 ／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度 ／ ２０１８－
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年度 ／ ２０１７－
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６８ １．１７ １．０４

速动比率（倍） １．１３ ０．７４ ０．５８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７．５０％ ４５．７５％ ５０．９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３０，６０８．５２ １８，９９３．２２ １１，２９７．５５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９．６８ ９．４４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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