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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

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收到贵司《关于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我公司作为安

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荷金股份”）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挂牌的主办券商，会同公司、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反馈意

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分析讨论和说明。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意

见做出如下回复，请贵公司予以审核。 

涉及对《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进行修

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以楷体加粗予

以标明。 

1、第一次反馈回复显示，非经常损益明细表及相关指标计算有误。（1）

请公司补充披露非经常损益更正的原因、具体内容，更正后对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2）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

第１号-非经常性损益》（2007 年修订）的规定，根据交易或事项的性质、金额

和发生频率，说明非经常性损益表的列示范围是否完整、准确，相关交易或事

项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公司回复： 

（1）通过核查发现，该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十四、补充资料、1、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部分数据因录入原因导致

披露有误。更正前后的数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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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十四、补充资料、1、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及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披露如下： 

①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 2014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31,234.82 -20,324.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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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 2,890,268.15 1,52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04.00  -121,731.08  -6,268.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计 54,396.00  2,737,302.25  1,498,407.09  

所得税影响额 348.99  -7,821.38  -2,024.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6.00  140,813.56  

合计 54,047.01  2,744,437.63  1,359,618.12  

②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6 年 1-4 月 0.63 0.0066 0.0066 

2015 年度 3.33 0.0345 0.0345 

2014 年度 2.36 0.0238 0.0238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6 年 1-4 月 0.60 0.0064 0.0064 

2015 年度 1.86 0.0193 0.0193 

2014 年度 1.44 0.0145 0.0145 

更正后的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十四、补充资料、1、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及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披露如下： 

①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 2014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31,234.82 -20,324.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57,000.00 2,832,268.15 8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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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 2014 年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04.00  -121,731.08  -6,268.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计 54,396.00  2,679,302.25  798,407.09  

所得税影响额 348.99  -7,821.38  -2,024.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6.00  140,813.56  

合计 54,047.01  2,686,437.63  659,618.12  

②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6 年 1-4 月 0.63 0.0066 0.0066 

2015 年度 3.33 0.0345 0.0345 

2014 年度 2.36 0.0238 0.0238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6 年 1-4 月 0.60 0.0064 0.0064 

2015 年度 1.89 0.0196 0.0196 

2014 年度 1.91 0.0193 0.0193 

以上数据更正仅涉及报表附注，未对财务主表造成影响。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回复： 

（2）报告期内存在的非经常损益事项如下： 

①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固定资产处置损益明细表单位：元 

单位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杭州农宇科贸有限

公司 

处置利得 - - - 

处置损失 - 31,234.82 8,101.00 

小计 - -31,234.82 -8,101.00 

淄博宝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处置利得 - - 4,029.31 

处置损失 - - 16,252.95 

小计 - - -12,223.64 

  合计 - -31,234.82 -20,3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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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明细表单位：元 

单位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十强企业奖励 50,000.00 -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展销补助 7,000.00 -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十强企业奖励 - 60,000.00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十强企业奖励 - - 25,000.00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奖励款 - - 100,000.00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发展养

牛项目扶持经费 
- 2,400,000.00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技能培训补贴资

金 
- 30,000.00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退税款 - 274,268.15 -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奖励款 - 10,000.00 - 

连云港市亨得利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科技经费补助 - 50,000.00 - 

连云港市亨得利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科技经费补助 - - 250,000.00 

连云港市亨得利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减排示范项目补

贴 
- 3,000.00 - 

连云港市亨得利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减排示范项目补

贴 
- - 150,000.00 

连云港市亨得利畜 研发费补贴 - 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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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殖有限公司 

淄博宝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农业重大应用技

术创新补助 
- - 300,000.00 

合计  57,000.00 2,832,268.15 825,000.00 

④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其他营业外支出明细表单位：元 

单位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安徽荷金来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营业外收入-货款

尾数收入 
0.05 5.65 1.00 

其他营业外收入-出售

公司园内树枝款 
- 500.00 - 

其他营业外收入 -pos

机试用刷卡收入 
- - 1.00 

其他营业外支出-赞助

费 
4,000.00 - - 

其他营业外支出-税款

滞纳金 
- 123,386.06 21.19 

其他营业外支出-扶残

助残捐款 
- - 5,000.00 

小计 -3,999.95 -122,880.41 -5,019.19 

杭州农宇科贸有

限公司 

其他营业外收入-公司

车辆保险理赔款收入 
1,400.00 - - 

其他营业外收入-货款

尾数收入 
- - 2.62 

其他营业外支出-税款

滞纳金 
4.05 50.68 - 

小计 1,395.95 -50.68 2.62 

连云港市亨得利

畜牧养殖有限公

司 

其他营业外收入-货款

尾数收入 
- 0.01 - 

其他营业外支出-公司 - -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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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年审罚款支出 

小计 - 0.01 -850.00 

淄博宝冠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其他营业外收入-公司

车辆保险理赔款收入 
- 1,400.00 - 

其他营业外支出-公司

车辆违章罚款支出 
- 200.00 350.00 

其他营业外支出-税款

滞纳金 
- - 51.74 

小计 - 1,200.00 -401.74 

淄博宝福元环保

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其他营业外收入-网络

平台测试收入 
- - 0.04 

其他营业外支出 - - - 

小计 - - 0.04 

合计 -2,604.00 -121,731.08 -6,268.27 

报告期内非经常损益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政府补助、其他营业外收

支出，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益；政府补助主要系企

业奖励资金、技能培训补助资金、现代农业养牛补助资金、减排示范项目补贴资

金等；其他营业外收支主要系赞助费支出、扶残助残捐款、公司车辆理赔款收入、

税收滞纳金等，其中的税收滞纳金系补交 2013 年、2014 年的加工费收入税款时

的缴纳的滞纳金，由于时间较长，所以金额稍大，公司除了缴纳税收滞纳金以外，

没有受到税收处罚的情形。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１号-非经常性损益》（2007

年修订）有关非经常损益的规定，公司的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其他营业外支出属于偶然发生的损益，金额较小，不具有持续性；公司的政

府补助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频率较低，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不具有持续性，上述

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应当计入非经常损益。 

我们对非经常损益进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查阅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支等非经常性损益的账簿、凭证和相关合同，

了解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核实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②查阅公司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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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文件；③计算非经常性损益占各期利润总额比例，分析相关

损益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及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经过我们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损益表的列示范围完整、准确，相关交

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合规。 

2、关于负面清单，请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着重从以下方面重新论证说明公

司是否存在负面清单所列情形：（1）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2）若

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且因产品研发或者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请论证说明“新产品研发或者新服务培育”对公司经营的影响；（3）若

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请论证说明最近两年一期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

同期平均水平；（4）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请

论证说明“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是否持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是否超过 50%”；

（5）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

业。请主办券商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肉牛、奶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销售。公

司的主营业务是：肉牛繁育、养殖育肥、屠宰、加工与销售。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1），荷金股份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农副食品加工

业（C13）—屠宰及肉类加工（C135）—牲畜屠宰（C1351）和肉制品及副产品

加工（C1353）；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荷金

股份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农副食品加工业（C1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农

副食品加工业（C13）—屠宰及肉类加工（C135）—牲畜屠宰（C1351）和肉制

品及副产品加工（C1353）。因此，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2）由（1）可知，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3）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

均水平。分析过程如下： 

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选取公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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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数据、国内宏观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由于牲畜屠宰（C1351）在荷金股

份收入中占比较小，因此以营业收入来源于“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C1353）的

行业作为测算依据。测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个 

行业 数据来源 市场类别 

2014 年 2015 年 

两年平均之和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 
样本数 

可比大类

行业： 

农副食品

加工业

（C13） 

公开市场

数据 

上市公司 723,609.56 37 710,506.08 37 1,434,115.64 

新三板挂牌公司 25,615.51 158 27,895.36 157 53,510.87 

区域股权市场 5,354.65 54 5,451.48 54 10,806.13 

三类市场综合 124,939.58 249 124,849.50 248 250,189.58 

可比细分

行业： 

肉制品及

副产品加

工（C1353） 

公开市场

数据 
新三板挂牌公司 29,609.83 14 34,473.73 13 64,083.56 

以上数据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来自 Wind 数据库。但由于企业产品分类

的不同导致了行业分类的差异，列表内大多数企业是以食品深加工或者其他产品

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而荷金股份主要产品为初加工牛肉，因此大多数企业并不符

合同行业对比的标准。 

在 Wind 数据库中，可比细分行业为“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C1353）”的新

三板企业中，我们获取了以下企业数据，具体如下： 

①新三板同行业营业收入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近两年营业收入合计 主要产品 

1 831377.OC 有友食品 163,143.07 预包装类食品 

2 831523.OC 亚成生物 18,740.19 肠衣 

3 832472.OC 裕丰食品 5,774.11 熟食及餐饮 

4 834384.OC 秋实农业 54,742.39 肠衣 

5 835876.OC 青莲食品 422,789.02 猪肉制品 

6 836510.OC 蒙都羊业 91,813.01 初加工羊肉 

7 836816.OC 丁义兴 2,848.16 熟食及餐饮 

8 837087.OC 五福坊 - 猪肉 

9 837233.OC 徒河食品 18,636.22 猪肉 

10 838541.OC 新雪莲 10,632.80 肠衣 

11 838642.OC 牧天食品 4,171.32 预包装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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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39061.OC 伊赫塔拉 16,408.22 初加工羊肉 

13 832151.OC 听牧肉牛 25,899.17 初加工牛肉 

14 832221.OC 聚元食品 12,944.44 初加工牛肉 

上表目录内，有友食品、裕丰食品、丁义兴及牧天食品 4 家企业的主要产品

为熟食及餐饮，与荷金股份的主要产品初加工牛肉差距较大，没有可比性，为保

持样本的合理性没有列入以下②对比列表内；五福坊近两年财务数据不全，未列

入以下②对比列表内；青莲食品过去两年的营业收入为 422,789.02 万元，远远大

于行业平均 64,083.56 万元的营业收入水平，且主要产品为猪肉制品，不属于小

品种肉类，因此未列入以下②对比列表内。 

②新三板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数据对比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证券简称 2015 年营业收入 2014 年营业收入 近两年营业收入合计 

1 亚成生物 9,301.85 9,438.34 18,740.19 

2 秋实农业 34,126.49 20,615.91 54,742.39 

3 蒙都羊业 47,523.23 44,289.77 91,813.01 

4 徒河食品 10,440.73 8,195.49 18,636.22 

5 新雪莲 4,890.75 5,742.05 10,632.80 

6 伊赫塔拉 10,229.00 6,179.22 16,408.22 

7 听牧肉牛 14,671.45 11,227.73 25,899.17 

8 聚元食品 8,193.61 4,750.83 12,944.44 

行业平均值 17,422.14 13,804.92         31,227.06  

荷金股份 15,051.92 14,251.96 29,303.88 

由上表可知，公司最近两年的收入之和略低于新三板可比公司的行业平均值。

同时可以看出，上述 8 家可比公司中，有两家同为牛肉类公司听牧肉牛和聚元食

品，这两家近两年的平均收入为 19,421.81万元，公司近两年收入 29,303.88万元，

远高于上述两家初加工牛肉类挂牌公司收入的平均水平。 

③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同行业营业收入数据对比分析 

与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同行业公司进行对比，公司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

为 29,303.88 万元，远高于全国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同行业公司的平均水

平 10,806.13 万元，且具有较强的收入优势。 

综上分析，荷金股份近两年合计营业收入为 29,303.88 万元，上表②筛选出

的 8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和区域股权交易中心 54 家公司的两年合计平均营业收入



10 
 

为 13,441.09 万元，荷金股份近两年合计营业收入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15,862.79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4 年、2015 年）营业收入之

和，高于新三板与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同行业公司的累计营业收入的平均水

平，符合“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

件。 

（4）经核查，公司为非科技创新类公司，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4

月份利润总额分别为 3,802,580.41 元、6,697,989.11 元和 1,327,884.78 元，不存在

持续亏损情况。 

（5）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肉牛、奶牛繁育、饲养、屠宰、加工、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4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42,220,764.77 元、150,327,470.52 元和 40,783,589.77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肉牛

屠宰、繁育、加工与销售。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的

要求，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 2014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

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4〕148 号)及相关公告的内容，炼铁、炼钢、

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

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等十五

大工业行业为首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产业，并同时公布相关企业名单。 

公司不属于上述文件中所列举的十五大工业行业首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产业，亦未在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之中。不存在《解答（二）》所述“公

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的负面清

单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具备挂牌条件。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规定的负面清单

及其他情形，公司符合挂牌准入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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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

的反馈督查报告 

附件 2：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落实“关于安徽荷金来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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