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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英农业 股票代码 0023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远平 高翔

电话 0371-55697518 0371-55697517

传真 0371-55697519 0371-55697519

电子信箱 LYPing361@sohu.com zq@hua-y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43,102,

830.81

1,756,369,

219.80

1,756,369,

219.80

4.94%

1,809,417,

147.54

1,809,417,

14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2,579,

130.24

-127,369,

437.25

-127,369,

437.25

109.88%

4,303,

987.80

4,303,

98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2,262,

761.01

-162,805,

099.84

-162,805,

099.84

80.18%

-50,769,

972.10

-50,769,

97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11,673,

770.20

295,262,

816.13

295,262,

816.13

141.03%

302,180,

495.04

302,180,

49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0.3539 108.34% 0.0146 0.0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0.3539 108.34% 0.0146 0.0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10.43% -10.43% 11.29% 0.43% 0.43%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276,092,

316.82

3,606,774,

079.17

3,651,615,

352.14

17.10%

2,805,528,

979.13

2,769,251,

41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462,308,

909.56

1,449,729,

779.32

1,449,729,

779.32

0.87%

987,873,

370.49

987,873,

370.4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6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18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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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省潢川华

英禽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74% 84,053,334

山东省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恒鑫一期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5.72%

24,346,

000

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4.47% 19,026,666

潢川县康源生

物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12,790,000 质押

10,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国有法人 2.12% 9,007,549

李华夏 境内自然人 2.11% 9,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2.11% 8,984,85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蓝

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9% 8,488,991

中国工商银

行－诺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5,999,87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4% 2,709,8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0,053,334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4,000,000股；股东潢川县康源生物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150,0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640,000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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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4年经营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认真履行职责，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根据各工作细

则，挥着积极的作用。 公司全体董事在2014年度，紧紧围绕公司年度目标，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共同推动了公司业务的健康发展。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310.28万元，同比增长4.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1,257.91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但由于受整体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2014年经营目标

未能完成，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位 2014年实际 2014年计划 完成率

1 鸭苗生产量 万只 9,857 11,760 83.8%

2 鸡苗生产量 万只 2,129 4,109 51.8%

3 成鸭宰杀量 万只 3,656 5,560 65.8%

4 冻鸭生产量 吨 88,776 132,521 67.0%

5 原毛生产量 吨 3,418 5,086 67.2%

6 成鸡宰杀量 万只 2,023 3,400 59.5%

7 冻鸡生产量 吨 32,602 60,012 54.3%

8 熟食生产量 吨 10,364 10,629 97.5%

9 饲料生产量 吨 401,092 585,000 68.6%

由于受行业各种不利因素影响，2014年公司主要产品经营计划没有完成，其中：鸭苗完

成计划83.8％、鸡苗完成计划51.8％、成鸭宰杀量完成65.8％、冻鸭生产量完成计划67.0％、

原毛生产量完成计划67.2％、成鸡宰杀量完成计划59.5％、冻鸡生产量完成计划54.3％、熟食

生产量完成计划97.5％、饲料生产量完成计划68.6％。

（二)2014年公司董事会主要经营与管理情况如下：

1、认真分析和把握经济形势尤其是行业形势

过去的一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市场消费乏力、实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受行

业内“福喜事件”的影响，国内禽肉出口普遍受阻，加之行业内发展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致

使整个产业发展无序、产能过剩，价格低迷。 在种种不利形势下，我们不等不靠，开动脑筋，

向内使劲。 对外，我们紧紧围绕市场需求，认真研究分析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向市

场要效益，确保了华英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绝对领先优势；对内，我们倒逼成本，不断创新

管理思路，深挖内部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企业规模化优势。 特别在商品鸭养殖上，我们

竭尽所能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我们通过饲料配方的改进降低了料肉

比，提高了养殖的饲料报酬；通过内外销鸭苗实行分厂制，提高了养殖户所接鸭苗的质量；

通过收购政策的调整（由原来的以日龄结算调整为以体重结算），保证了广大养殖场户的

养殖效益；通过地改网的养殖模式，解决了养殖场户垫料难的问题。 这些养殖扶持政策及措

施的推行，增加了养殖场户的养殖效益，提高了养殖积极性，大养殖产业实现了持续健康良

性发展。

2、持续增强目标管控能力。

过去的一年，我们继续强化了对目标管理的监控力度，确保了全年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

是实行了目标管理与预算管理双轨制。 通过强化对各二级目标单位的预算管理，突出过程

管控，采用月初预算、月末分析考核，重点查找同质化单位重要指标之间的差距，分析不足，

制定对策，提前控制，保证了全年目标预算始终处于掌控状态。

3、大力推进出口注册工作

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华英出口卫生注册工作取得大丰收的一年。 一年来，菏泽公司一次

性顺利通过欧盟注册，并创造了标准、速度、质量“三个第一” ，在行业树立了标杆，其认证

成果也得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高度认可。 这次认证成功，使公司实现对欧盟出口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也发挥了华英在业内的引领作用。 二是成功通过了对吉尔吉斯注册认证，进一步

拓宽了产品出口渠道，现在每月出口鸡、鸭冻品近千吨。 三是实现了对乌克兰的冻品出口，

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出口乌克兰的企业，为我们尽快进入欧盟市场做好了铺垫。 四是成功开

发了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新市场，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

4、稳健推进项目建设

2014年，我们先后完成募投项目及部分在建项目的建设，其中募投项目———总部第六

期屠宰加工项目已全部完工，去年11月正式投产；淮阳2000万只肉鸡养殖大场项目90%以

上已建成，并已投产运营；单县的种禽项目已全部交付使用。 二是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设计

及工艺理念，项目建设质量更有保证，确保了整个项目工艺科学、技术领先、布局合理、运行

高效。三是项目申报及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共申报产业类项目30多个，争取补贴资

金近200万元。其中《樱桃谷鸭网上养殖技术的示范推广》、《肉禽安全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分别通过了国家级星火计划及河南省2014年度重大科技项目的评定。

5、创新采购体制，降低采购成本

我们对采购管理体制及流程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提升，为公司全年效益的增长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一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国家相关政策，积极参加国家储备粮食的竞拍活动，去年我

们成功竞拍小麦12万多吨，仅此一项就为公司节省成本约4000多万元。 二是发挥了集团式

采购优势，实行内部竞争，促使采购单位及时调整采购渠道和方向，增强捕捉市场信息的能

力，并召开专题采购分析会等手段，保证了大宗原料性价比最高。

6、增强营销活力

过去的一年，虽然市场形势不乐观，但我们的整体销售形势仍然呈现出销大于产的局

面。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出口、总经销、自销、大客户、商超、新市场开发等六大销售渠道。

从去年来看，我们的出口好于内销、自销好于大客户、大客户好于总经销、总经销好于商超。

具体来讲：一是我们的产销联动能力明显增强，各生产及销售单位都能以市场为中心，拧成

一股绳，共同应对市场。 二是我们的新产品及市场开发出现新起色。 全年共改进产品20个、

开发新品19个，新开发工业客户6个。

7、着力发展熟食产业，大力拓展出口市场

2014年，我们在熟食制品改进、新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渠道建设、客户管理等方面成取

得了较好的业绩。 特别是鸭血产品，我们把它定位为“小产品、大产业” ，其发展势头很猛，

全年实现了销量2500万盒、销售收入2700万，树立了行业内鸭血第一品牌。二是积极推进国

内熟食制品的推广，全年共推出了5大类120多个熟食品种，产品结构丰富，基本满足了市场

需求。 三是巩固公司在出口市场的地位，大力拓展出口市场，全年共出口冻品近1866吨、熟

食4307吨，出口创汇2868万美金。

8、持续完善内部管理

过去的一年，我们根据企业发展的新态势、新要求，继续加大了内部规范管理的力度和

深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是企业外部发展及舆论环境明显改善。 积极做好了新闻媒体

的维护和关系疏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加大了与投资机构及劵商接触，增强了

投资者的信心。 特别是2014年底，中国畜牧业协会组建了中国白羽肉鸭工作委员会，行业

内推荐我为首届委员会主席，充分证明了我们华英在行业内是被大家认可的，也为下步整

合行业资源、保持产业良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企业内控体系得到了改善和提升。

针对内部查摆的67项执行缺陷进行了专项落实整改，修订了内部授权管理体系和管理制

度，获得了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的认可。

二、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品牌、营销、产业链及技术研发等领域。

1、在品牌方面

公司为国内鸭行业首家上市企业，公司拥有的“华英牌” 商标在整个行业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曾先后荣获“中国名牌” 、“无公害农产品” 、“中国名牌农产品” 、

“中国驰名商标” 、“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全国食品安全示范企业” 、“中国食品工业

百强企业” ；并在报告期内新增荣誉“中国最受尊敬的鸭肉企业” 、“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

“国家级粮油及肉类进出口业务备案资格” 、“国家级出口鸭肉示范区” 、“中国最受消费者

喜爱的五大鸭肉品牌”等五大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同时还获得“河南省2013年度百强企

业” 、“河南省首批139个省农业产业集群之一” 、“河南国际知名品牌”等十多项省级荣誉。

这一些列的荣誉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地位。

2、在营销方面

公司在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公司已建成覆盖河南全省及华东、华中、华南、香港以及

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的立体销售网络，市场感知力敏锐，反映速度快，2014年公司成功

实现对欧盟注册；陈州华英禽业公司、淮滨分公司实现对吉尔吉斯注册，拓展了公司在全球

市场的业务范围。 凭借着优异、稳定的产品质量，公司的产品受到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青

睐，在国内禽肉市场和出口市场享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在产业方面

公司已建立了集樱桃谷鸭和肉鸡的育种、养殖、加工、熟食、饲料及羽绒加工等系列化

生产于一体的完成产业链，具备一体化的生产和销售能力。 一体化的优势既保证了生产的

连续性、稳定性，有能提高产品质量，加强成本的可控性，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4、在产品及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主要通过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信阳试验站、河南省工程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等内部技术创新平台，从樱桃谷肉鸭和肉鸡的良种繁育、营养调控、疾病防控、健康

养殖、屠宰加工、禽肉产品和制品、羽绒制品等领域开展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 在立足

自主创新研发的同时，加强与英国樱桃谷农场、荷兰施托克公司、梅恩公司、德国费斯曼公

司等境外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加大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河

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 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和

技术优势，通过合作研究和共同开发的方式，为公司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地保

障。

（1）不断丰富和发展禽肉的多样性生产与开发技术。 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品种类，确

保现有支撑产品的核心优势，继续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水平。 （2）不断丰富技术创新

战略内容。 丰富和延伸企业核心技术，发展并形成有潜力的新技术、新优势，提高产品技术

含量和质量标准，使核心技术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并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不断完

善技术创新的战略决策。 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整合企业技术力量，优化配置、加大技术支

持，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攻关，使禽肉的结构优化设计、工艺选择等处于国际的领先地位。

（4）开展产学研推一体化。 把技术中心做为产学研推一体化的主要载体，积极与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建立稳定的战略联盟，采用“院所研究，厂内配合或参与” 的方式，联合研究开发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直接进入禽类行业新领域的制高点以获得新领域中的竞

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5）开展信息化带动技术创新体系。 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利

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提高企业生产制造、工程技术、检验试验的信息收集、处理质量，为公

司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服务。

在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在品牌、规模、产业链、经营、管理、育种、技术、质量等方面

的优势，在稳步提升公司肉鸭、肉鸡系列产品现有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通过加

大产品的研发力度和国内外市场的推广力度，有效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也全面

提升了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从行业发展来看，经历近3年行业的周期性波动和严峻考验，我们认为今年应该是行业

复苏之年，是公司发展难得的机遇。 去年底中国畜牧业协会成立的白羽肉鸭工作委员会，

下步势必要对整个行业资源进行一次较大的整合，尽最大努力不要再出现过去大涨大跌的

混乱现象，使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序。 从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

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渐渐成为主流，像我

们华英这样的大企业、大品牌将会更具竞争力。

同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或困难，比如目前国内经济发展

下行压力加大，消费活力不足，新型市场和营销模式正挑战我们现有的运营模式，行业亟待

规范整合，市场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加之我们本身运营成本较高，这些都将影响到我

们企业今后的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以后的发展重点应从“哑铃型”逐步向“宝塔型”方式转变。 就是前端要

做高、中间传统产业要做强、底部我们要做大。 这样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布局就更完整、结构

更趋合理、发展目标也会更加明确。

2015年，公司具体目标为：全年出雏禽苗14420万只，宰杀商品禽8660万只，加工禽肉产品

18.6万吨，销售熟食产品2.9亿元，加工饲料56.6万吨，加工羽绒4846吨。 上述目标公司会根

据市场变化情况，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适时调整，同时由于实现上述目标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在此也提醒注意投资风险。

为实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保障措施

（一）继续强化目标管控力度，确保全年目标顺利实现。

（二）提升体系运作水平，夯实企业安全运营基础。

（三）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步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稳健开展投融资业务，增强资本运作的能力和水平。

（五）创新营销模式和水平，持续提升华英品牌影响力。

（六）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熟食业务大发展。

（七）强化人才和队伍建设，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八）强化领导责任，打造一支高效务实的管理团队。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

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

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要求在2014年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

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准则

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

的影响说明

对2014年1月1日/2013年度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企业会计准

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

（2014 年 修

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

订） 》之前，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 》

后， 本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

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8,500,000.00

长期股权投

资

-18,500,000.00

《企业会计准

则 第 30�

号———财务报

表列报（2014�

年修订） 》

本公司将递延收益单独列报

递延收益 +42,074,095.10

其他非流动

负债

-42,074,095.10

本公司将预付购建非流动资产款项列报为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6,502,952.95

预付款项 -16,502,952.95

本公司将增值税留抵进项税额列报为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

产

+44,841,272.97

应交税费 +44,841,272.97

（2）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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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1）本公司投资设立河南华英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收资本

1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60%。 自河南华英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起，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

（2）本公司以淮滨分公司的权益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淮滨华英禽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10,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0万元，自河南淮滨华英禽业有限公司成立起，将其纳

入合并范围。

（3）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名称 期末净资产 纳入合并期间的净利润

河南华英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2,321.50 -387,678.50

河南淮滨华英禽业有限公司 101,641,016.94 1,641,016.94

2、本期减少合并范围的主体

（1）本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其后注销全资子

公司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0日，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经信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本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潢川县港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其后注销全

资子公司潢川县港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8日，潢川县港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经

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本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本期减少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纳入合并期间的净利润

河南华隆羽绒有限公司 54,105,937.25 2,083,357.41

潢川县港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5,099,967.05 -3,310,264.2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2015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5年1-3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

盈（万元）

1,000 至 2,000

2014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294.2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禽流感”的不利影响的逐步消除，主要产品销售量逐步上升，销售

价格有所提高，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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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7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

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因工作人员疏忽出现了部分数据和描述

错误，现更正如下：

1、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中“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 ，公司因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更正前内容：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年

营业收入（元） 1,843,102,830.81 1,756,369,219.80 4.94% 1,809,417,14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579,130.24 -127,369,437.25 109.88% 4,303,98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262,761.01 -162,805,099.84 80.18% -50,769,97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11,673,770.20 295,262,816.13 141.03% 302,180,49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108.34% 0.0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108.34% 0.0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10.43% 11.29% 0.43%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年末

总资产（元） 4,276,092,316.82 3,651,615,352.14 17.10% 2,769,251,41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62,308,909.56 1,449,729,779.32 0.87% 987,873,370.49

更正后内容：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43,102,

830.81

1,756,369,

219.80

1,756,369,

219.80

4.94%

1,809,417,

147.54

1,809,417,

14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2,579,

130.24

-127,369,

437.25

-127,369,

437.25

109.88%

4,303,

987.80

4,303,

98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2,262,

761.01

-162,805,

099.84

-162,805,

099.84

80.18%

-50,769,

972.10

-50,769,

97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11,673,

770.20

295,262,

816.13

295,262,

816.13

141.03%

302,180,

495.04

302,180,

49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0.3539 108.34% 0.0146 0.0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5 -0.3539 -0.3539 108.34% 0.0146 0.0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10.43% -10.43% 11.29% 0.43% 0.43%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276,092,

316.82

3,606,774,

079.17

3,651,615,

352.14

17.10%

2,805,528,

979.13

2,769,251,

41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462,308,

909.56

1,449,729,

779.32

1,449,729,

779.32

0.87%

987,873,

370.49

987,873,

370.49

上述内容同时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对应部分一并进行更正。

2、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1）、“一、概述” 中“（一）2014年工作回顾” ，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误写成

利润总额。

更正前内容：

2014年度共实现销售收入18.43亿元， 出口创汇2868万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4.94%和

4.48%，实现利润总额1,257.91万元，成功扭亏为盈。

更正后内容：

2014年度共实现销售收入18.43亿元， 出口创汇2868万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4.94%和

4.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57.91万元，成功扭亏为盈。

（2）、“六、投资状况分析”中“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更正前描述：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9、信阳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

参股公司 金融 金融

154.2亿元

人民币

更正后描述：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9、中原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

参股公司 金融 金融

154.2亿元

人民币

（3）、“八、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

更正前描述：

2015年公司具体目标为：全年出雏苗14420万只、宰杀商品禽8660万只、加工禽肉产品

18.6万吨、销售熟食产品2.9亿元、加工饲料56.6万吨、加工羽绒4846吨。 按统计口径，全年将

实现产值超百亿，同比增长20%以上。

更正后描述：

2015年公司具体目标为：全年出雏禽苗14420万只，宰杀商品禽8660万只，加工禽肉产

品18.6万吨，销售熟食产品2.9亿元，加工饲料56.6万吨，加工羽绒4846吨。

上述内容同时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对应部分一并进行更正。

3、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中“十四、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中“二、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

更正前内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同

意向十位发行对象以不低于2015年3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7.90元每股定向增发不超过12,026.57万股（含12,

026.57万股），合计不超过95,009.903万元（含发行费用）。

更正后内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同

意向不超过十位发行对象以不低于2015年3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7.90元每股定向增发不超过12,026.57万股

（含12,026.57万股），合计不超过95,009.903万元（含发行费用）。

4、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中“一、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中对任期终止日期的描述。

更正前内容：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期初持股

数（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数（股）

张家明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0 0 0 0

张予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6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0 0 0 0

李世良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44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376,000 0 1,000 375,000

胡志兵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0 0 0 0

刘明金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3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0 0 0 0

范俊岭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7年

04月08

日

0 0 0 0

更正后内容：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期初持股

数（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数（股）

张家明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0 0 0 0

张予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6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0 0 0 0

李世良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44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376,000 0 1,000 375,000

胡志兵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0 0 0 0

刘明金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3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0 0 0 0

范俊岭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14年

04月08

日

2015年

04月08

日

0 0 0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其他内容不

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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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4月27日收到公

司董事于跃荣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于跃荣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

务。 辞职后，于跃荣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于跃荣女士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于跃荣女士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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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大通 股票代码 0000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连 吴文涛

电话 0755-26921699 0755-26921699

传真 0755-26910599 0755-26910599

电子信箱 datongstock@163.com datongstock@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年

营业收入（元） 213,193,281.99 168,435,591.26 26.57% 206,236,80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336,423.82 1,989,975.92 -2,579.25% 2,078,04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667,916.89 2,054,364.96 -2,274.29% 2,521,73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345,908.20 44,954,268.43 -63.64% 52,953,90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02 -2,650.00% 0.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02 -2,650.00% 0.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81% 1.05% -37.86% 1.3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年末

总资产（元） 683,292,590.38 680,915,598.25 0.35% 610,156,26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9,831,635.73 159,164,860.40 -31.00% 156,590,425.6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0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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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亚星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79% 43,101,098 43,101,098 质押

43,000,

000

方正延中传媒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7% 7,762,150 7,762,150

上海文慧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4% 6,199,442 6,199,442

质押 6,199,442

冻结 6,199,442

北京科希盟科

技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9% 4,994,220 4,994,220

上海港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4% 3,500,000 3,500,000

质押 3,500,000

冻结 3,500,000

深圳市立信创

展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2% 2,140,380 2,140,380

质押 2,140,380

冻结 2,140,38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睿

金9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44% 1,389,106

刘永奎 境内自然人 1.11% 1,063,595

汤玫 境内自然人 0.99% 948,200

李菁菲 境内自然人 0.94% 902,4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汤枚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948200�股，李菁菲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902486�股，张令婷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78700股，张雪松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37363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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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经济下滑、结构调

整、前期政策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形势呈现下滑。 公司项目主要位于山东省兖州市和

泗水县 ，公司开发项目所在地市场的整体购买力有所下降,公司按照2014年年度经营计

划,放缓了房地产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推进存量房的市场销售。 公司管理层将密切关注

市场变化,把握市场机会,通过进一步优化发展模式、完善内部管理等系列措施,来确保公

司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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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注销济宁海情贸易有限公司、潍坊亚通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大通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合并范围减少。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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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

年4月27日上午9点30分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亚楠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共

有 7� �人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4年度合并利润表实现利润总额-57,725,915.05

元，净利润-54,959,566.24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9,336,423.82元。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4年度合并利润表实现利润总额-57,725,915.05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959,566.24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4,175,296.91

元，期末分配利润为-14,631,654.01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2,296,512.13元，净

利润为-2,296,512.13元。

公司正处于经营发展阶段，为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经董事会研究，公司2014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司201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2、3、4、6，具体日期另行确定。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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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监事会成员推选赵垲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选举赵垲先生为监事长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为我司201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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