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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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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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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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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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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五丰 600975 -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雁飞 解李貌 

电话 0731-84449588-811 0731-84449588-811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

”19、20楼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

道”19、20楼 

电子信箱 nwf_123456@126.com nwf_123456@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83,412,748.47 1,777,786,368.97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2,046,553.20 1,203,407,820.37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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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92,190.90 150,645,369.27 -141.28 

营业收入 746,671,789.34 863,974,868.42 -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93,708.77 41,133,212.92 -23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565,818.25 39,914,541.97 -244.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3.31 减少8.1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25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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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95 202,018,54

6 

0 质押 70,000,

000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96 104,166,66

6 

0 冻结 104,166

,666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0 10,416,666 0 无 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0 5,208,366 0 无 0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6 4,950,000 0 无 0 

彭世勇 境内自然人 0.48 3,124,900 0 无 0 

杨条沯 境内自然人 0.43 2,800,000 0 无 0 

周纯萍 境内自然人 0.38 2,500,097 0 无 0 

杨雅婷 境内自然人 0.22 1,450,096 0 无 0 

吴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1 1,360,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

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新翔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4位董事、监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

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除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外，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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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并创出近八年新低，生猪养殖行业处于全面亏损的状态，

公司业绩也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公司加快推进“扩产能、降成本、调结构、推

改革、引人才、树品牌”等各项工作，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减少行业周期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努力

扩大养殖规模，为公司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一）为持续巩固湖南省区域养殖龙头地位积极作为 

（1）为促进公司生猪产业链的发展和战略布局，推动生猪生态养殖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精准

扶贫步伐，同步提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于 2018 年 3 月与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签订了《投资开发麻阳现代畜牧业合作框架协议书》，将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合作建设年出栏 30 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目前，公司还在积极与省内适合养殖的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沟通洽谈现

代畜牧业合作，将以共同打造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抓手来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2）报告期内，为整体提升公司生猪养殖水平，与行业内优秀养殖及技术服务企业合作，形

成抱团发展，品牌经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他出资人广州市艾佩克养殖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美神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湖南湘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猪

科技”）。湘猪科技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其中:新五丰以货币认购 900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18％。

公司将依托湘猪科技平台做好公猪养殖规划，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支撑。 

（3）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养殖工艺小组，探讨生产工艺，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自动化程

度，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打造新五丰养殖工艺模式。 

（二）多举措扩大现有养殖规模，力争今年出栏实现突破  

（1）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发展“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业务，合作农户数量增加至 800 余

户，截止六月底“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存栏超 34 万头，同比增长超过 80%。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达成租赁意向的 15 家租赁猪场的建设工作，制定项目推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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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表，落实项目领导责任制，并制定项目完成的保障措施，督促、加快租赁场项目的建设进度。 

（3）创新合作养殖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以评估值为参考，出资人民币 1,397.63 万元收购娄

底市金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枫石村谢家组的猪场现有生猪资产，

主要包括猪仔、后备种猪、公猪和母猪共 4 大类。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生猪资产的收购工作，

并通过租赁场模式与娄底市金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创公司楼房养殖新模式，为后续推广

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三）全方位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尽力减少因生猪价格低迷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将降本增效作为最主要工作之一，通过督查、督办、考核等管理手段在各业

务板块全面开展。各业务板块结合业务发展实际，采取大力开发客户、增加销售终端、细化内部

管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低位启动自营冻肉分割、寻找和研发原料替代、优化原料运送方式、争

取政策支持等多种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公司还对部分猪用疫苗和药品采取公开招投标方

式进行采购，以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降本增效金额达 1700 余万元。 

（四）广联公司屠宰规模进一步扩大，首次实现半年度盈利 

报告期内，广联公司屠宰规模进一步扩大，2018 年 1-6 月屠宰生猪共计达 23 万余头。同时，

抓住机遇，加大销售网点投入，大力开发中高端肉品终端，分步提高代宰费标准，持续做好产业

招商和仓配一体化企业引进工作，广联公司实现首次半年度盈利。 

（五）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主动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工作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及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召

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对本次交易

事项进行了多次磋商,积极推动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鉴于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推进过程中，生猪行业出现了周期性波动，交易标的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业绩也受到一定影响，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及市场稳定，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决定

终止本次交易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报告期内，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8]240 号），中国证监会已经终止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六）继续推进党建工作,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改和增补党建工作的部分条款,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

议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党建工作。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公司 2018 年度党

建工作要点；完善主题党日活动计划，促进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开展各项党员活动；成立意识形

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小组，并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织开展了基层党组织书记讲党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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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级党组织要求及公司实际成立了公司纪检监察机构，并完善人员、经费等配置，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 

 

 

本期内各主要业务模块完成情况如下： 

1、生猪出口：本期完成生猪出口销售收入 7,265.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45%。本期出

口 4.58 万头，较上年同期减少 0.59 万头，减少 11.41%，其中自有猪场出口 1.93 万头，较上年同

期减少 0.91 万头，减少 32.04%。出口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出口生猪价格下降，出口生猪的

数量减少，导致收入下降。 

    2、生猪内销：本期完成国内销售收入 36,450.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1%。原因主要是

本期生猪价格持续低迷。 

    3、饲料营销：本期完成饲料销售 8,808.84 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32.68%，完成销售收入 2,582.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1.58%。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饲料的外销量下降。 

    4、原料贸易及其他：本期完成销售收入 447.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7.95%。主要原因是

由于原料贸易业务量减少。 

5、鲜肉业务：本期完成销售收入 3,185.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04%。主要原因是由于本

期销售价格下降。 

    6、冻肉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324.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41.24%。主要原因是由于

本期冻肉的销售量增加。 

7、屠宰冷藏业务：本期实现销售收入 24,386.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45%。主要原因是

屠宰冷藏业务产品价格下降。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或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

务利润

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增减

(%)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增减

(%) 

主营业

务利润

率比上

年增减

(%) 

分行业  

畜牧业 437,152,953.23 463,800,448.11 -6.10 -10.18 12.77 -21.60 

饲料加工 25,826,531.32 23,252,703.16 9.97 -31.58 -30.75 -1.07 

批发和零售 283,447,310.94 265,426,948.82 6.36 -16.43 -17.89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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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生猪出口 72,651,479.89 68,127,673.42 6.23 -27.45 -18.20 -10.60 

生猪内销 364,501,473.34 395,672,774.69 -8.55 -5.71 20.64 -23.71 

饲料销售 25,826,531.32 23,252,703.16 9.97 -31.58 -30.75 -1.07 

原料贸易及其

他商品销售 
4,475,738.24 4,949,348.42 -10.58 -87.95 -85.98 -15.57 

鲜肉销售 31,858,760.98 26,827,423.95 15.79 -2.04 0.88 -2.44 

冻肉销售 3,243,931.44 3,315,210.84 -2.20 1,641.24 1,884.21 -12.52 

屠宰冷藏 243,868,880.28 230,334,965.61 5.55 -9.45 -11.81 2.54 

 

1、本期畜牧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58.57%，畜牧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10.18%，

主要是由于本期生猪价格低迷，使得销售收入下降。 

2、本期饲料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46%，饲料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31.58%，

主要是饲料的外销量下降。 

3、本期批发和零售的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 37.97%，批发和零售的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减少 16.43%，主要是由于肉品价格下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