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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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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独立董事刘耀辉，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授权他人表决。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刘作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剑军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独立董事刘耀辉未对本年度半年报发表意见。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金荔科技 

股票代码 600762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剑军  

联系地址 衡阳市沿江北路 168 号  

电话 0734-8712493  

传真 0734-8712493  

电子信箱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 480,920,596.33 476,708,639.75 0.8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354,626,685.69 -343,232,379.26 -3.2

每股净资产(元) -3.46 -3.36 -2.97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利润 -11,388,773.80 -28,025,159.41 100

利润总额 -11,394,306.43 -28,025,299.41 59.34

净利润 -11,394,306.43 -28,025,299.41 59.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11 -0.27 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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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8 -0.265 59.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07 -0.265 59.24

净资产收益率(%) -3.10% -44.37% 增加 9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949.91 1，484，299.32 -82.3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00 0.01 -85.71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国内会计准则 境外（国际）会计准则 

净利润 -11,394,306.43  

净资产 -354,626,685.69  

差异说明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9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广东金荔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45.16 47,715,200 47,715,200

质

押        47,715,200 

深圳市旭能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 1.97 2,080,000 2,080,000 未知 

衡阳市金龙大酒店 其他 0.78 822,224 822,224 未知 

衡阳市铝制品厂技

协服务部公司 
其他 0.43 454,480 454,480 未知 

衡阳市工商局劳动

服务公司 
其他 0.40 427,760 427,760 未知 

衡南电机郴州供应

站 
其他 0.37 391,040 391,040 未知 

衡阳市商业批发 其他 0.36 375,440 375,440 未知 

衡阳市制剂设备厂 其他 0.36 370,760 370,760 未知 

衡阳市城北机电厂 其他 0.34 356,096 356,096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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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冶咨询 其他 0．33 345,000 345,000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李红湘 2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贺仁芽 2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鸣 198，730 人民币普通股 

刘中华 1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贺小文 1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为华 1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简小红 165，430 人民币普通股 

李长江 1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国军 123，400 人民币普通股 

谢小军 113，4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或分产

品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养殖业 1,212,276 682,520 56.3 100 100 增加 100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杜仲护

腰带 
0 0 0 0 0 增加 0个百分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0 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广州 0  

北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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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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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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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

否

履

行

完

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

否） 

上海兴昆建材

有限公司 
2003 年 8 月 3 日 

170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3 年 8 月

8 日～2006

年 8 月 7 日 

否 否 

武汉全库投资

有限公司 
2003 年 9 月 27 日  

300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3 年 9 月

27 日～2004

年 9 月 26

日 

是 否 

武汉巨力投资

有限公司 
2003 年 12 月 3 日  

400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3-12-～

2005-02- 
是 否 

广东进益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004 年 12 月 24 日  

200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3 年 12

月 26 日～

2004 年 12

月 25 日 

否 是 

广东劲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003 年 6 月 3 日  

3792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3 年 6 月

6 日～2008

年 6 月 5 日 

否 是 

广州博澳医疗

电子发展有限

公司 

2004 年 5 月 26 日  
299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4 年 5 月

28 日～2005

年 5 月 27

日 

否 否 

广东进益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001 年 7 月  

22000 万元人

民币

 

连 带 责 任

担保  

2001 年 7 月

4 日～2004

年 7 月 4 日 

否 是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 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 39，482 万元人民币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0 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25，792 万元人民币

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39，482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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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82.10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25，792 万元人民币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

额（D）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13690 万元人民币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39482 万元人民币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本公司 1997 年 10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湘银复（1997）153 号”文件批准，发行期限

为 9 个月的短期企业债券 3,000 万元，本公司实际发行 1,985 万元，到期本息合计 21,020,233.00

元。该债券到期后，本公司实际兑付本息 5,586,000.00 元，1999 年 11 月 8 日止由债券发行担保方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开”）承担了其债券本息及违约金偿还的连带责任，累

计支付 16,169,963.00 元（其中：债券本息及违约金 15,990,233.00 元，诉讼费 179,730.00 元）。

为此，“中经开”于 2001 年 6 月 28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要求本公司支付

“中经开”承担连带责任而支付的债券本息 16,264,358.40 元以及至 2001 年 6 月 28 日利息

2,143,684.56 元，累计 18,408,042.96 元。本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一中经初字第 1364 号”民事裁定书，支持本公司提出关于管辖

权异议成立，并称将“本案移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2003 年 9 月 22 日，经湖南省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衡中法民二初字第 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判决本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付原告中经开清算组债务本金 16,264,358.40 元、利息 4,013,980.06 元（计算至 2003 年 7

月 31 日止），诉讼费 312,794.00 元，2004 年 8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利息 389,162.30 元，

共计 20,980,294.76 元。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债务款尚未支付。 

2、2003 年 7 月 22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经开清算组诉本公司借款 1,400 万元人民币一案，

作出“（2003）高民终字第 430 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判决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借款

本金 900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1998 年 11 月 13 日起至 1999 年 11 月 12 日止按年息 6.93%计算；逾

期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的规定计算。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偿付借款本息、

诉讼费等共计 12,306,854.70 元，实际已经偿付借款本息 1,751,860.00 元，尚欠 10,554,994.70

元。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欠付债务款尚未支付。 

3、本公司于 2003 年 8 月 29 日向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韶山路支行借款人民币 3,000.00 万元，借款期

限 2003 年 8 月 29 日至 2004 年 8 月 25 日，由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到

期后，本公司仅归还借款本金 780.00 元。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韶山路支行依法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2005 年 1 月 27 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05 年 2 月 24 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4）长中民二初字第 447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限衡

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韶山路支行贷款本金

2,999.922 万元，利息 514,824.37 元，逾期按延付金额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息。由湖南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 162,580.00 元，财产保全费 150,515.00 元，其他诉讼费

2,000.00 元，共计人民币 315,095.00 元。由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湖南投资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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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欠付债务尚未支付。 

4、本公司于 2004 年 5 月 28 日为广州博澳医疗电子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广州广东国际大厦支行

贷款 299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自然人衣淮利也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后广

州博澳医疗电子发展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归还贷款,银行依法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广州博澳医疗电子发展有限公司返还银行本金 2,990.00 万元,承担相应的贷款利息 461,310.89 元,

合计 30,361,310.89 元,同时要求本我公司和自然人衣淮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博澳医疗电子展有限公司尚未归还银行借款计利息，本公司保证责任尚未解除。公司已接到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法院依法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公司于 1999 年至今累计在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江东支行贷款 29,400.00 万元,均由广东金荔集

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目前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江东支行已就其中的 2,300.00 万元和利息

1,888,929.25 元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我公司和广东金荔集团公司自觉履行

余下的 26,100.00 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还款义务和保证义务。目前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并于 2005 年 7 月 12 日开庭进行审理。公司已接到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 

6、本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收到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武汉环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

就本公司于 2003 年至 2004 年累计向其借款 2,018.00 万元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及相关

利息。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并于 2005 年 7 月 20 日开庭进行审理, 公司已接到武汉市

硚口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法院依法判决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归还 2,018.00 万元借款并承担

110,910.00 元的案件受理费。 

7、本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与武汉巨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总代理经销合同，武汉巨力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发给被告价值 509,600.00 元的银心口服液，正当原告与被告联系发送剩余货物时，被告

却告知暂缓发货，导致原告的货物积压并超过保质期不能销售，为此武汉巨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依法

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本公司支付货款 509,600.00 元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812,952.00

元（含库存货物价值 796,152.00 元和已付仓储租金 16,800.00 元）以及赔偿违约金 50,960.00 元并

承担诉讼费用。公司已接到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法院依法判决公司支付货款

509,600.00 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812,952.00 元（含库存货物价值 796,152.00 元和已付仓储租金

16,800.00 元）、赔偿违约金 50,960.00 元、由本公司自 2005 年 7 月起至本公司提取上述库存商品

时止，按每月 2800 元租金支付给武汉巨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16,906.00 元。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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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99,135.32 437,185.4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3,178,277.75 9,130,920.08

存货  106,249 203,6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3,983,662.07 9,771,705.4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41,180,776 141,180,776

在建工程  4,565,901.18 4,565,901.1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84,493,454.74 184,493,454.7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36,696,802.34 136,696,802.34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480,920,596.33 476,708,639.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7,027,950.58 167,027,9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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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9,795.02 69,795.02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4,125,330.19 4,389,003.19

应交税费  14,657,722.31 16,533,380.7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8,749,211.82 228,942,027.3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35,547,282.02 819,941,019.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93,765,410.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835,547,282.02 819,941,019.0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5,664,000.00 105,664,000.00

资本公积  250,792,160.54 250,792,160.54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711,082,846.23 -699,688,539.8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4,626,685.69 -343,232,379.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480,920,596.33 476,708,639.75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作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剑军 

 

编制单位: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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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212,276.00  

减：营业成本  682,52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225,070.94 32,258.12

管理费用  4,693,414.82 13,992,279.66

财务费用  7,000,044.04 14,000,621.6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388,773.80 -28,025,159.4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5,532.63 14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394,306.43 -28,025,299.4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394,306.43 6,383,679.71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08 -0.26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07 -0.265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作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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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编制单位: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12,276.00 391,659,345.5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86,636.86 11,599,941.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298,912.86 50,765,875.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85,169.00 2,417,260.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90,022.85 1,898,721.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31,913.24 8,532.9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29,857.86 45,007,065.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36,962.95 49,331,58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949.91 1,434,294.5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4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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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1,39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1,949.91 44,294.5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7,185.41 392,890.9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99,135.32 44,294.51

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1,394,306.43 6,383,679.71

加：资产减值准备   133,704.2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

资产折旧 
  6,153.97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

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7,000,000.00 21,660,771.77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97,351.00 31,337.0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4,047,357.67 -19,509,027.3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8,606,263.01 -7,272,324.95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949.91 1,434,294.51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699,135.32 437,185.4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37,185.41 392,890.9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1,949.91 44,294.51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作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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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盈余

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699688539.80 -343232379.26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699,688,539.80 -343,232,379.2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减少以“－”号

填列） 

      

（一）净利润 -11394306.43      

（二）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

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

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

小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711,082,846.23 -354,626,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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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盈余

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699688539.80 -343232379.26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699688539.80 -343232379.2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

列） 

      

（一）净利润 -11394306.43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

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

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

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05,664,000.00 250,792,160.54   -699688539.80 -343232379.26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作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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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董事长：刘作超 

 

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