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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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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华股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76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虞坚

沈晨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500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卢西村委河西村 500
号
号

电话

0519-86350908

0519-86350908

电子信箱

ir@lihuamuye.com

ir@lihuamuy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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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313,592.51

3,321,717,196.89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0,561,882.52

538,069,996.04

-1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01,696,753.29

498,441,132.50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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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6,876,555.26

749,240,658.73

-1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37

1.4800

-25.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37

1.4800

-2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7%

17.26%

-8.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6,722,921,781.61

5,692,038,691.93

1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4,041,323.61

4,148,135,441.09

26.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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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立力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3.31%

94,150,000

94,150,000

常州市奔腾牧业
技术服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21.66%

87,500,000

87,500,000

常州市天鸣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10.49%

42,350,000

42,350,000

艾伯艾桂有限公
境外法人
司

7.71%

31,150,000

31,150,000

常州市聚益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4.33%

17,500,000

17,500,000

常州市昊成牧业
技术服务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4.33%

17,500,000

17,500,000

江苏九洲投资集
团创业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3.47%

14,000,000

14,000,000

深圳市沧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2.60%

10,500,000

10,500,000

李发君

境内自然人

2.17%

8,750,000

8,750,000

魏凤鸣

境内自然人

2.17%

8,750,000

8,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为公司股东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业、沧
石投资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程立力先生配偶沈静女士为公司股东奔腾牧业
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2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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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宏观经济及行业情况概述
2019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经济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发展，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450,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4元，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国内消费保持平稳增长，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4%。报告期内，黄羽鸡行业基本面趋势向好。原因如下：1、肉类消费结构调整中，鸡肉
消费量增加是大趋势；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健康营养，肉质鲜美的黄羽鸡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2、随着国家环保整治和
土地资源管理力度的加强，以及全社会对于食品安全关注度的不断提升，黄羽鸡养殖的市场准入门槛逐步提高，规模化、集
约化生产模式的优势不断显现。3、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生猪供应量下降，禽肉对猪肉的替代性效应显现，鸡肉消费需求
加大。
报告期内，生猪行业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较大，我国生猪存栏量与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快速下降，2019年6月全国能
繁母猪存栏量2,376 万头，同比下降26.7%，全国生猪存栏量24,207万头，同比下降25.8%（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二）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91亿元，利润总额4.3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1亿元，主要经营管理及
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肉鸡1.33亿只，同比增长7.83%；销售均价12.52元/公斤，同比下降2.2%；销售收入31.86亿元，
同比增长10.36%。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肉猪12.89万头，同比下降35.47%；销售均价13.31元/公斤，同比增长14.55%；销
售收入1.88亿元，同比下降20.05%。报告期内，公司黄羽鸡板块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约93%，仍然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
来源。
报告期内未出现重大疫病流行且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公布重大动物疫情。
报告期内未发生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更内容
（1）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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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
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
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
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
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
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6）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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