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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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东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有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立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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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37,548,703.22

338,065,029.81

-0.15%

30,819,150.40

41,028,303.54

-24.88%

24,930,082.05

38,986,000.78

-36.05%

10,724,236.32

33,575,748.40

-68.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2.70%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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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149,505.21

2,959,911,864.1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4,942,079.29

1,526,518,658.25

1.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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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39,7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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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0,944.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090.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980,641.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51,035.78
5,889,06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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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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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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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4,986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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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91,570 质押

38.05%

241,758,670

其他

7.93%

50,383,142

50,383,142

境内自然人

4.09%

25,964,401

0

其他

2.38%

15,114,943

15,114,943

路漫漫

境内自然人

1.20%

7,649,645

0

李福忠

境内自然人

0.81%

5,164,465

3,873,349 质押

王志军

境内自然人

0.65%

4,108,931

3,081,698

谢昌贤

境内自然人

0.52%

3,330,000

2,497,500

0.42%

2,690,000

0 质押

0.36%

2,316,300

0

131,980,000

司
上银基金－浦发
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 5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路牡丹
呼和浩特昌福兴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2,300,000

内蒙古蒙吉利经
济技术开发股份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

有限公司
何敏

境内自然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

数量

216,5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567,100

路牡丹

25,964,401 人民币普通股

25,964,401

路漫漫

7,649,645 人民币普通股

7,649,645

2,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0,000

司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技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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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

2,316,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6,300

邬瑞岗

2,047,631 人民币普通股

2,047,631

李维奇

2,009,975 人民币普通股

2,009,975

李里

1,96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65,844

王勇飞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廖泰珊

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

前十名股东中，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李福忠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路牡丹
女士为王东晓先生配偶；路漫漫先生为路牡丹女士之弟；李福忠先生之配偶为路牡丹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士之妹；王志军先生为王东晓先生和路牡丹女士的儿子。呼和浩特昌福兴投资管理企业

说明

（有限合伙）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除此
以外，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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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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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
（1）预付款项：较期初相比增加15,506,085.59元，增幅42.75%，主要系预付的煤炭、
黄豆饼粉、豆油等原料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相比增加4,009,816.06元，增幅63.12%，主要系支付的疫苗合
作研发项目进度款增加，已付款但应该由后三季度负担的保险费及子公司法玛威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法玛威”）预交的FDA管理费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相比减少2,352,271.57元，减幅31.59%，主要系销售收入增
加，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减少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相比增加19,719,362.79元，增幅41.08%，主要系孙公司杭州佑
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厂房改造和母公司车间除臭改造等项目未完工所致。
（5）应付票据：较期初相比减少30,000,000.00元，减幅100.00%，主要系应付银行的承
兑汇票到期偿还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相比减少7,774,215.65元，减幅36.79%，主要系本报告期实现利
润较上年四季度少，应缴未缴的所得税减少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相比减少2,701,079.46元，减幅172.27%，主要系受人民币升
值影响，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2、合并利润表
（1）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113,238.42元，增幅178.63% ，主要系受
人民币升值影响，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法玛威之间的借款和未结清货款因汇率变动产生较多
汇兑损失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445,647.82元，减幅109.26%，主要系
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随着市场价格的回升，本期相应减少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3）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96,362.97元，减幅221.28%，主要系子公司
金河佑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佑本”）本期吸收合并孙公司内蒙古海维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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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维盛”）产生损失，且本期无银行理财投资收益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293,912.77元，增幅175.47%，主要系本报
告期子公司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较多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39,710.61元，主要系子公司金河佑本调
整产品结构，出售部分塑料制品生产设备，而上年同期无类似业务所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5,922.38元，增幅110.30%，主要系子公
司金河牧星（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中小企业补贴款，且上年同期发生金额较小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31,341.07元，减幅100.00%，主要系本报
告期未发生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275,343.92元，减幅30.58%，主要系本报
告期实现利润较少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387,145.92元，减幅32.91%，主要系子
公司金河佑本增资扩股后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且该公司业绩亏损，本期少数股东承担了
较多的亏损。
（10）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464,115.70元，减幅118.36% ，
主要系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3、合并现金流量表
（1）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008,127.11元，减幅98.25%，主要系
母公司内外销形势发生变化，国内销售收入超过出口收入，应收的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2,851,512.08元，减幅
68.06%，主要系购买的原辅材料以及煤炭支付的款项增加；支付上期末供应商货款增加；支
付员工绩效考核工资增加及社会保险基数上调使得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以及所得税返还较同期减少所致。
（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6,017,274.50元，减幅100.00%，
主要系本期无到期收回的银行理财投资所致。
（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08,280.79元，减幅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无类似业务发生所致。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486,000.00元，主要系子公司金河佑本调整产品结构，出售部分塑料制品生产设备，而上

7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年同期无类似业务所致。
（6）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11,456.48元，主要系子公司金河佑本本期吸收合并孙公司海维盛，而上年同期无类似业
务所致。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0,901,809.74元，增幅51.77%，主要系母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和购买设备款，以及子公司内
蒙古金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三期工程款项所致。
（8）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1,212,234.25元，减幅95.59%，主要
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法玛威分段向普泰克公司原股东支付收购款，本期虽有类似业务但金额较
小所致。
（9）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57,172,920.21元，增幅94.54%，主要
系本报告期到期的银行借款较多，还款后又续借所致。
（10）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000,000.00元，主
要系在银行存放的保证金解冻，而上年同期无类似业务所致。
（1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68,411,200.00元，增幅706.35%，
主要系本报告期到期的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12）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11.60元，减幅
100.00%，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此类业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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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项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和2018年1月27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2、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路牡丹女士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了9,999,956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8%。增持
后实际控制人路牡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5,964,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公司实际控制
人路牡丹女士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于2018年2月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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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公告。
3、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事项
公司董事、总经理谢昌贤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刘运添先生和董事会秘书邓一新女士因
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其于2017年8月30日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限已满，但均未
减持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公告。
4、关于公司仲裁事项
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质权纠纷一案，已经杭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公司根据该裁定已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被申请人浙江荐量出质的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
公司33%的股权。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参与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33%股权的司法拍卖，
并以壹亿肆仟捌佰柒拾伍万叁仟贰佰元（¥148,753,200）价格成交该拍卖标的。公司将依据
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7）杭仲裁字第148号及本次拍卖结果尽快办理杭州佑本33%的股
权过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披露的公告。
5、关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事项
公司与硕腾公司比利时公司和硕腾公司新加坡公司2014年11月签署了采购协议，对金霉
素采购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的履约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7年，根
据美国FDA法规指引，金霉素添加方式改变,硕腾公司采购金额较合同约定下降。2018年，硕
腾公司的采购金额仍有可能不能达到合同约定金额。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8-001；公告名称:《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公告网站地址：www.cninfo.com.cn

券事项

公告编号：2018-012；公告名称:《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2018 年 01 月 27 日

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
潮资讯网；公告网站地址：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
司股份事项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事项

公告编号：2018-014；公告名称:《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2018 年 02 月 02 日

于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
资讯网；公告网站地址：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6；公告名称:《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2018 年 03 月 20 日

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地址：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8；公告名称:《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关于公司仲裁事项

2018 年 04 月 13 日

于公司涉诉股权拍卖结果暨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网站名
称：巨潮资讯网；公告网站地址：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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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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00%

至

20.00%

6,144.74

至

9,217.1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7,680.92

的净利润（万元）

1、母公司药物饲料添加剂市场进一步趋好，产品价格稳中有升，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2、子公司金河淀粉销售业绩不断提升，预计实现的净利润会有较大幅度增长。3、人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公司以美元结算的收入及与境外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产生较大影
响。故预测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在-20%~20%
的范围内浮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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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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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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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晓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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