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27� � � �公司简称：金健米业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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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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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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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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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健米业 60012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陈绍红 胡靖

办公地址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事处莲花池居委

会崇德路158号

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事处莲花池居

委会崇德路158号

电 话 0736-2588288 0736-2588216

电子信箱 dm_600127@163.com hj_600127@163.com

2.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以优质粮油、新型健康食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主，主要产品有大米、植物油、面粉、面条、牛奶

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农、工、科、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坚持以粮油食品精深加工为产业发展

方向，采取实体经营与资本运营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大米产品为龙头、面油产品联动，构筑了面向全

国的复合式、多渠道的营销网络平台。 同时，公司着手打造电商、新零售与社区连锁自有零售终端商业

运作平台，积极拓展新型经营模式。

3、行业情况说明

（1）粮油行业

大米：报告期内，我国大米产业加快融合发展，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我国选择有机、健康、美味

等高品质大米的人越来越多，优质大米的需求和产量快速攀升。 同时，从大米原料来看，随着现代种植

技术的发展及稻谷种植结构持续优化，我国稻谷生产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2019年，全国稻谷产量为

20,961万吨，较2018年减产1.2%。 近几年，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获得稳定的优质粮源，我国优质

稻种植面积持续增长，但普通品种的稻谷种植比例依然偏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面条：2019年，全国小麦产量13,359万吨，较2018年增长1.6%。目前，挂面市场的竞争格局较为分散，

“健康、便捷、营养、儿童” 成为挂面产品特色四大趋势，特色产品、健康需求、小众多元、追求时尚、跨界

交叉，已成为挂面行业的亮点。 随着挂面行业的集中度提升，行业竞争在高端不断发力，产业也呈现出

多元化、高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在此情况下，品牌企业对市场的占有不断加速，在全面实

现挂面生产自动化、 机械化的基础上， 开始探索智能化， 进一步满足挂面市场高质量发展需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植物油：报告期内，全国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为5,421.8万吨，同比增长1%，呈现小幅平稳增长状

态。 从食用油行业的整体发展现状来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可选用的油料作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食用植物油产品线进一步丰富，玉米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茶油、橄榄油等特色油种发展较快，非转基

因、压榨油以高油酸、低温压榨的特点赢得了消费者的极大认同。 另外，我国作为全球较大的食用植物

油消费国，油脂进口依存度依然很高。2019年,中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为1,152.7万吨，同比增长42.5%。同

时，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国内油脂供应逐渐转向紧缩状态，原油价格的上行，导致行业

利润进一步被压缩。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商产业研究院）

（2）农产品贸易行业

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战、非洲猪瘟和国际汇率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出

口迎来挑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300.7亿美元，同比增长5.7%。其中出口

791.0亿美元，减少1.7%；进口1,509.7亿美元，增长10.0%；贸易逆差718.7亿美元，增长26.5%。在此情况下，

国内部分农产品波动幅度较大，但市场供给总体充足、价格涨幅有限，品种间走势分化明显，稻谷和小

麦生产稳库存足，价格有所下跌；大豆价格小幅波动，以稳为主，进口来源向巴西、阿根廷进一步集中。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

（3）乳品行业

报告期内，全国乳制品产量为2,719.4万吨，同比增长5.6%，但中国乳品消费总体增长放缓，产品同

质化严重，产能过剩，生产成本日益高涨。 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乳品行业短期市场需求趋于饱

和，行业竞争加大。 相关数据显示， 2019年1-12月，规模以上乳企主营业务收入3,947亿元，同比增长

10.2%。近年来，随着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乳品行业呈现龙头企业不断提升、高端产品快速下沉市场的

趋势，龙头企业营收和利润均以高于行业平均速度在增长，而大批中小企业（特别是部分区域龙头企

业）经营业绩下滑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

2.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916,761,414.34 2,192,319,626.21 -12.57 2,039,237,019.48

营业收入 4,108,074,490.27 3,011,223,472.35 36.43 2,759,606,16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22,727.42 -53,143,018.98 不适用 10,965,96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19,505.15 -76,995,246.58 不适用 -1,452,8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7,783,635.04 701,596,492.48 2.31 754,714,07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90,448.64 -1,258,495.60 不适用 1,642,20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828 不适用 0.01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828 不适用 0.0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7.30 增加9.09个百分点 1.46

2.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07,517,470.30 1,106,797,470.25 943,225,237.84 1,150,534,3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42,508.87 -7,713,952.26 -2,865,825.12 -37,240,00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48,795.12 -4,956,156.94 -3,657,674.48 -40,754,46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61,733.36 39,813,153.61 10,971,041.72 -188,855,480.0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4股本及股东情况

2.4.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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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9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56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0 143,350,051 2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528,700 16,802,200 2.62 0 未知 - 国有法人

湖南兴湘投资有限公司 0 4,052,386 0.63 0 未知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3,725,000 0.58 0 未知 - 未知

郭黄 - 2,680,000 0.42 0 未知 - 未知

安儒凯 - 1,960,050 0.31 0 未知 - 未知

东嘉乐 - 1,460,000 0.23 0 未知 - 未知

李建东 - 1,458,900 0.23 0 未知 - 未知

虞金龙 - 1,283,104 0.20 0 未知 -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 1,176,000 0.18 0 未知 -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其中第2至第10位股东，公司未知其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与其他前10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10,8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9,685万元。 其中，粮油产品业

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8,740万元， 增长23.11%； 贸易业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0,746万元， 同比增长

81.78%；乳制品全年实现销售收入约10,057万元，同比增长23.09%；休闲食品销售收入约5,070万元，同

比增长4.96%。

2019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72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公司

扩展了销售渠道，新零售业绩增长突出。 同时，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前完成了挂牌转让湖南金健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事项，实现股权转让收益约5,143万元。

3.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

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6,149,270.94

应收票据 6,106,850.53

应收账款 140,042,420.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6,177,667.87

应付票据 70,000,000.00

应付账款 86,177,667.87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

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

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

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 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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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应收

款。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65,178.60 1,965,178.6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65,178.60 -1,965,178.60

应收票据 6,106,850.53 -4,506,850.53 1,600,000.00

应收款项融资 4,506,850.53 4,506,850.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800,363.23 -12,800,363.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28,152.70 -6,300,000.00 15,728,152.7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100,363.23 19,100,363.23

短期借款 951,300,000.00 1,124,395.27 952,424,395.27

其他应付款 60,848,951.96 -1,124,395.27 59,724,556.69

(2)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225,844,858.03 摊余成本 225,844,858.0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965,178.6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65,178.60

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

贷款和应收款项 6,106,850.53

摊余成本 1,6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4,506,850.53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40,042,420.41 摊余成本 140,042,420.41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22,659,557.69 摊余成本 22,659,557.69

长期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1,375,791.63 摊余成本 1,375,791.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6,3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3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800,363.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2,800,363.23

短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951,3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952,424,395.27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70,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70,000,000.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86,177,667.87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86,177,667.87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60,848,951.9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59,724,556.69

长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964,516.4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964,516.45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8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81,000,000.00

(3)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2018年12月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2019年1月1日）

1)金融资产

①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225,844,858.03 225,844,858.03

应收票据 6,106,850.53 -4,506,850.53 1,600,000.00

应收账款 140,042,420.41 140,042,420.41

其他应收款 22,659,557.69 22,659,557.69

长期应收款 1,375,791.63 1,375,791.63

其他流动资产 6,300,000.00 -6,3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402,329,478.29 -10,806,850.53 391,522,627.76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65,178.60 1,965,178.6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1,965,178.60 -1,965,178.6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100,363.23 19,100,363.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总金融资产

1,965,178.60 19,100,363.23 21,065,541.83

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4,506,850.53 4,506,850.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800,363.23 -12,800,363.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12,800,363.23 -8,293,512.70 4,506,850.53

2)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951,300,000.00 1,124,395.27 952,424,395.27

应付票据 70,000,000.00 70,000,000.00

应付账款 86,177,667.87 86,177,667.87

其他应付款 60,848,951.96 -1,124,395.27 59,724,556.69

长期借款 964,516.45 964,516.45

其他非流动负债 81,000,000.00 81,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1,250,291,136.28 1,250,291,136.28

(4)�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按或

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8年

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26,255,995.59 26,255,995.59

其他应收款 30,256,810.93 30,256,810.93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

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期合并范围增加的情况

金健米业国际贸易（长沙）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公司间接持

股100%，2020年1月出资完毕。

（2）本期合并范围减少的情况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例

（%）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

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

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

额

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 100.00 公开挂牌转让

2019年3月29

日

资产交割完成 55,025,141.59

（3）公司已将金健粮食有限公司、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湖南金健米业营销

有限公司、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金健米

业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附注部分。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20-14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

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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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

于2020年3月25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4月1日在公司总部五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董

事长全臻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董事陈伟先生、成利平女士、李启盛先生和独

立董事杨平波女士、戴晓凤女士、凌志雄先生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管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工作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总裁2019年度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

722,727.42元，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409,746,382.41元。由于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建议公司2019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17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18号的公告。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对外担保事宜。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银行借款总额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预算计划，以及各银行对公司的现有授信规模，预计公司在2020年度内拟

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银行借款事宜。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暨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考虑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暨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定审计报酬。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19号的公告。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20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关于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拟新增与重庆市四季风日用品有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向其购买原材料共计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21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0年4月24日下午14点00分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0-22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20-15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暨2019年

年度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监事会会议

于2020年3月25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由监事会主席王志辉先生主持，监事周静女士、职工监事刘学清先生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慎重审核，认为：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决定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部分存货、固定资产等项目共计提减

值准备7,484,382.20元，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经过本次计提更能公允地反映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

及相关子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同意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故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20-16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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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号一一农林牧渔》行业信息的披露要

求，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2019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9年年度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库存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品牌大米(吨) 139,592.10 139,282.47 4,370.84 20.08 21.93 7.62

品牌面制品(吨) 26,749.76 26,843.61 811.67 -5.35 -4.47 -10.36

品牌包装油(吨) 134,051.00 133,300.78 2,343.50 24.87 24.33 47.09

奶制品(吨) 10,012.20 9,979.16 107.17 15.82 15.25 44.57

糖果果冻(吨) 4,081.51 4,439.00 538.00 -17.86 -2.29 -39.92

产销量情况说明：

1、品牌包装油2019年期末库存量相较上年同期有增加，是因为公司控股股子公司金健米业（重

庆）有限公司在上年同期未正式投产。

2、奶制品2019年期末库存量相较上年同期有增加，是因为公司为保证春节期间新零售平台和线下

销售需求。

3、糖果果冻2019年期末库存量相较于上年同期有减少，是因为期末销售订单量减少。

二、其他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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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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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

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

况及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部分存货、固定资产等项目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

试，拟对公司部分存货和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在期末对存货进行了全面清理与减值测试，其中下属子公司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中意公司”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食公司” ）、金健粮食（益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粮食益阳公司”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面制品公司” ）和湖南金健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公司” ）部分存货因QS标识改SC标识、过质保期、设备升级与包装改版、产品停

售等原因导致不能使用与销售，账面价值合计5,059,585.25元，其中新中意公司为4,264,681.64元，粮食

公司为428,093.15元，粮食益阳公司为98,360.90元，面制品公司为215,165.21元，商业公司为53,284.35元。

上述存货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5,059,585.25元。

(二)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物油公司” ）因部分设备购置年代早，使用

时间长，生产工艺落后，相关生产设备设施已处于报废或闲置状态。

经植物油公司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理与减值测试，截至2019年12月31日，拟计提减值准备的

固定资产原值为26,585,811.21元， 已计提折旧22,631,067.86元， 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269,946.40

元，净额为2,684,796.95元，其中：机器设备净额为2,624,099.76元，运输工具净额为60,476.44元，其他设备

净额为220.75元。 预计可收回金额约260,000元。

根据以上清理与减值测试的结果，预计植物油公司2019年度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424,796.95

元，其中：机器设备计提2,364,099.76元，运输工具计提60,476.44元，其他设备计提220.75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将导致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减少7,484,382.20元。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对部分存货计提跌价准备5,

059,585.25元和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424,796.95元，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 本次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合理的反映了公司

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对上述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

（三）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存货和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7,484,382.20元，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

关会计政策在进行了减值测试后作出的结论，遵循了谨慎、稳健的会计原则，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

映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本次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在决策

程序上客观、公允、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同意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四）监事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部分存货、固定资

产等项目共计提减值准备7,484,382.20元，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经过本次计提更能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资产状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同意计提上述

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决议；

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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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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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115,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情况

根据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控管理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对外担保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为确保公司2020年生产经营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公司及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实际贷

款方式以及抵押担保情况，公司2020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115,000万元的担保。 具体情况

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担保事项 担保总额度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0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经营性债务承担担保

责任

10,000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8,000

金健米业国际贸易（长沙）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2,000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人民币合计 115,000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

了《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

决议范围内办理对外担保事宜，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

位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

金 健 粮 食

有限公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

山镇樟木桥居委会崇德

路

90,000,000 杨贤平

粮食收购，粮食加工与销售；农副产品、饲料、油脂化工

产品、粮油机械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的销售；仓储；常

规稻种子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金 健 植 物

油 有 限 公

司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

山街道办事处老码头居

委会十二组

100,000,000 郭浩昱

植物油脂油料收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购；生

产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粮

油机械及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

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 （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

100%

金 健 面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常德市临澧县经济开发

区安福工业园

90,000,000 黄 亚

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国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

收购、销售；饲料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湖 南 金 健

乳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常德市德山经济开发区

桃林东路

90,000,000 杨乾诚

乳制品、饮料加工、销售；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初奶收

购；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7.41%

金 健 农 产

品（湖南）

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

芙蓉中路一段2号华悦酒

店20楼

20,000,000 刘志国

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饲料、预包装食品、米、面制品及

食用油、乳制品、食盐、茶叶的批发；谷物仓储；贸易代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0%

金 健 农 产

品（营口）

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金

牛山大街东139号（营口

辽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大楼B座五层510）

20,000,000 周 伟

经销：初级农副产品、饲料及原料、化工产品（除易燃易

爆危险品）、油脂（除危险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粮食收购与销售、仓储（除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湖 南 金 健

进 出 口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

发区崇德路158号（金健

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一楼）

20,000,000 吴 飞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农产品和农副产品销售（政策允许

内的农副产品）；食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不含违禁药

物）；无机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化学合成材料（以

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

用爆炸物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五

金产品的销售；通用仓储（不含石油、成品油及危险化学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00%

金 健 米 业

国 际 贸 易

（长沙）有

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

道芙蓉北路1119号交易

大楼三楼

5,000,000 吴 飞

农产品、农副产品、食品、饲料原料、配合饲料的销售；通

用机械设备销售；饲料添加剂、乳制品、水产品、塑料制

品、五金产品、肉制品的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谷物

仓储（限分支机构）；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

（限分支机构）；鲜肉、冷却肉销售配送（仅限猪、牛、羊

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00%

金 健 米 业

（重庆）有

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

凤大道188号

80,000,000 姚正友

一般项目：收购、加工、销售：粮油（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在许

可证核定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化危

品）。（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1%

黑 龙 江 金

健 天 正 粮

食 有 限 公

司

黑龙江尚志经济开发区

发展大街南侧

71,049,900 陈文兵

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粮食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饲料及饲料原

料、农副产品收购、销售，货物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6%

2、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被担保单位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母公司） 356,096,832.21 147,217,103.37 222,466,424.66 11,720,412.95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合并） 422,281,290.82 112,407,532.52 942,598,281.10 5,818,763.79

金健面制品有限公司 158,234,820.43 15,949,277.96 126,377,475.78 2,665,954.62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138,008,796.78 100,945,296.89 106,116,991.56 4,780,569.37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49,074,603.18 15,862,818.23 407,048,610.69 -655,738.17

金健农产品（营口）有限公司 147,792,321.39 25,959,559.17 983,887,149.16 2,039,228.60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19,980,059.72 31,644,990.49 549,961,804.08 5,261,892.66

金健米业（重庆）有限公司 125,396,430.20 68,126,488.53 84,880,255.73 -7,496,650.07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 174,157,592.06 64,206,165.91 294,261,014.50 2,449,789.51

注：金健米业国际贸易（长沙）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

年11月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系2020年1月认缴到位。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子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同时，此次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提

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将为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且子公

司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为其担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根据《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截止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34,500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8.06%。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2、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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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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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暨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事务所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18日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H股企业审计业务、中央企业审计入围机构、金融相关审计业务、从事

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IT审计业务、税务代理及咨询、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会（PCAOB）注册事务所、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注册事务所等。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2）承办本业务的分支机构基本信息

分支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16日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执业资质 湖南省财政厅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编号：330000014302）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198号新世纪大厦19楼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合伙人数量 204人

上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数量

注册会计师 1,606人

从业人员 5,603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000人以上

注册会计师人数近一年变动

情况

新注册355人，转入98人，转出255人

3、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22亿元 上年末净资产 2.7亿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 （含A、B

股）年报审计情况

年报家数 403家

年报收费总额 4.6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金融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综合，采矿业等。

资产均值 约103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状况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累计已计提 1亿元以上

相关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能够承担正常法律环境下因审计失败导

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

1亿元以上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近三年诚信记录如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2次 3次 5次

自律监管措施 1次 无 无

具体情况如下：

处理类型 处理日期 所涉项目 处理机关 处理决定文号 处理决定名称

是否仍影响

目前执业

自律监管

措施

2017年2月

28日

杭州天元宠物股份有限公

司2014-2015年度审计报

告

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

股 转 系 统 发

〔2017〕77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

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7年8月

11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

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7〕53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

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7 年 11

月3日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

目

海南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7〕21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重庆分所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8年1月

8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项

目

四川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2018]1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及阮响华、陈洪涛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8年2月

22日

湖南大康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项目、 上海成蹊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计项目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8〕21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8年5月

11日

中青朗顿（北京）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项目

广东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8〕19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9年3月

14日

贵 人 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2017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

福建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9〕7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黄志恒、

章天赐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9年3月

15日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秦安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年报审计项目

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9〕17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9年9月

17日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年报审计项目

广东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9〕75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金顺兴、李振华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9 年 12

月6日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年报审计项目涉

及会计差错部分

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9〕138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陈志维、

李琼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

否

行政监管

措施

2019 年 12

月20日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审计项目

广东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

决 定 书

〔2019〕119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禤文欣、陈建成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兼职情况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

务业务

项目合伙人 贺焕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

多家拟上市公司提供过IPO审计和多家

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

组等证券业务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

能力。

无 是

质量控制复核人 黄灿坤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7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

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

务，目前在事务所承担质量控制及复核

工作，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无 是

本期签字会计师

贺焕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

多家拟上市公司提供过IPO审计和多家

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

组等证券业务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

能力。

无 是

刘钢跃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8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

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

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无 是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诚信记录如

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自律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三）审计收费

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的报酬为58万元，2019年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为20万元，两项合计78万元。

审计定价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为依据，综合考虑审计风险，审计工作量及人力资源成本等因素确定。

同时在审计期间发生的差旅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我们在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后认为：

公司自1998年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

都严格按照中国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出具的审计报告符合公司的经营情况，能

够充分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考虑到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暨内控审计的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2020年财务审计机构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以及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能为公司

提供公正、公允的审计服务。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

会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

胜任能力，公司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作以来，该审计机构严格按照中国会计师独

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作了各项专项审计及财务报表审

计，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控情况，满足了公司财务与内控审计工作的要求，较好地履

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综上，同意支付其2019年财务审计费用人民币58万元和内控审计费用

人民币20万元，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暨内控审计机构，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4月1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暨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四） 本次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聘期自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核之日止。审计费用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审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4、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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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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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

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收益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自2019年6月10起执行。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自

2019年6月17起执行。

3、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4、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时间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

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自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起执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

（1）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

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

认。

（2）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时，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

比例” 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

2、《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

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重组

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

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 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 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

致。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3、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变更的主要内容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

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

（2）合并资产负债表增加“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 等行项目。

（3）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4）调整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

（5）删除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

（6）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增加“专项储备” 列项目。

4、新收入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

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

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

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准则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

则进行调整。 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

调整。

2、《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准则规定，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

整。 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3、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通知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于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变更相关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下转B6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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