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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指 释义

有限公司 指 宁夏红山河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股份公司、红山河食品 指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红山河置业 指 宁夏红山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红山河物流 指 吴忠市红山河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红川、红川科技 指 宁夏红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汇好、汇好食品 指 宁夏汇好食品有限公司

伊味源、餐饮公司 指 宁夏伊味源餐饮有限公司

伊斯兰教 指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穆斯林 指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统称

清真 指 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中文有多种含义，本说明书中仅指符合伊斯兰教教

法的饮食

清真食品 指 符合伊斯兰教食品标准的食品。在中国，清真食品通常是指按照中国穆斯林饮食

习惯屠宰、加工、制作的符合清真要求（教义、卫生、安全等）的饮食产品

股东大会 指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报告期 指 2018 年度 1季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复合调味料 指 指在科学的调味理论指导下，将各种基础调味品根据传统或固定配方，经一定工

艺手段，进行加工、复合调配出具有多种味感的调味品

商超 指 商场超市的合并简称

中高端餐饮模式 指 公司营销模式的一种，一般特指针对餐饮行业中的中高档饭店等进行营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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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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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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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Ningxia Hongshanhe Food Co.,Ltd

挂牌时间 2014 年 11 月 7 日

证券简称 红山河

证券代码 831367

转让方式 做市

法定代表人 王占河

董事会秘书 陈志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799903568X
注册资本 106,600,000 元

注册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金积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 0953-2222111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金积工业园区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6,280,187.30 266,942,346.12 3.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833,768.02 140,195,970.31 1.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56% 44.12% -1.27%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88% 46.64% 2.6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0,382,440.06 23,255,577.71 30.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7,797.71 1,363,759.13 20.0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5,421.32 1,317,042.56 2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4,732.79 24,907,401.40 -8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2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2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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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6.3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376.39

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376.39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0,610,250 94.38 1,965,925 102,576,175 96.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0,671,800 66.30 -1,182,000 69,489,800 65.19

董事、监事、高管 1,318,850 1.24 22,425 1,341,275 1.26

核心员工 3,705,200 3.48 732,000 4,437,200 4.16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989,750 5.62 -1,965,925 4,023,825 3.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5,989,750 5.62 -1,965,925 4,023,825 3.77

核心员工 - -

总股本 106,600,000 — 106,6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宁夏红山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70,671,800 -1,182,000 69,489,800 65.19 0 69,489,800

2 杨小玲 9,160,060 0 9,160,060 8.59 0 9,160,060

3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账户
3,905,900 -2,000 3,903,900 3.66 0 3,903,900

4 刘 浩 2,808,200 732,000 3,540,200 3.32 0 3,540,200

5 宁夏志诚远航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4,000 0 2,204,000 2.07 0 2,204,000

6 王 亮 1,943,500 0 1,943,500 1.82 0 1,943,500

7 宁夏启程远航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6,000 544,000 1,300,000 1.22 0 1,300,000

8 王占山 1,283,620 0 1,283,620 1.20 962,715 320,905

9 宋一坤 1,273,480 0 1,273,480 1.19 955,110 318,370

10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做市专用账户
1,201,500 -9,000 1,192,500 1.12 0 1,192,500

合计 95,208,060 83,000 95,291,060 89.38 1,917,825 93,373,235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16

- 7 -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王占河与杨小玲系夫妻关系；王占山与王占河系兄弟关系，王占河

与王亮系叔侄关系，王占山与王亮系叔侄关系；王占河、王占山、刘浩为宁夏红山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王占山、杨小玲系兄嫂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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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

重要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

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

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

的情况

是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积极打造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始终秉承“诚信、务实、合作、共

赢”的企业精神及“真达天下”的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健康、安全的“绿色”理念开发满足消费者不断

变化需求的清真复合调味料。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在追求经济效益和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

者，公司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勇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公司目前有残疾员工多名，

每年拿出一定经费，对家庭生活困难职工进行补助。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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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848,314.45 6,991,932.0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4,239,823.40 23,475,579.83

预付款项 25,828,511.06 23,167,161.2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49,828.33 49,828.3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166,187.38 7,008,189.8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4,672,934.24 71,772,157.0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63,868.51

流动资产合计 141,805,598.86 132,928,716.7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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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81,283.35 99,140,585.03

在建工程 23,010,096.06 20,819,3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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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778,454.08 778,454.08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277,978.20 6,320,183.5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293,247.78 5,570,462.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4,602.60 1,384,602.6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8,926.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4,474,588.44 134,013,629.36

资产总计 276,280,187.30 266,942,346.1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7,500,000.00 78,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540,719.00 20,237,136.55

预收款项 3,255,149.85 3,338,476.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303,970.50 1,003,415.78

应交税费 1,267,761.76 1,219,238.94

应付利息 369,777.77 397,876.8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375,212.56 4,107,625.04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7,269.98 2,688,999.9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7,689,861.42 110,992,769.0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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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925,020.90 925,020.9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3,662,967.38 12,572,953.6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587,988.28 13,497,974.52

负债合计 132,277,849.70 124,490,743.5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06,600,000.00 106,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433,733.52 4,433,733.5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09,187.38 3,709,187.3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7,090,847.12 25,453,049.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833,768.02 140,195,970.31

少数股东权益 2,168,569.58 2,255,632.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002,337.60 142,451,602.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6,280,187.30 266,942,346.12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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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358,730.20 6,569,946.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8,604,778.30 18,196,299.45

预付款项 17,267,064.57 16,676,481.13

应收利息 49,828.33 49,828.33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869,299.93 6,558,463.44

存货 61,526,175.88 59,832,022.5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8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8,675,877.21 108,063,0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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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87,906.57 30,287,906.5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8,948,414.01 80,243,075.40

在建工程 23,010,096.06 20,819,3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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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132.47 5,082,714.5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4,075.66 734,075.6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8,028,624.77 137,167,113.98

资产总计 246,704,501.98 245,230,155.3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1,000,000.00 71,5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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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660,017.32 11,966,326.46

预收款项 1,196,689.54 2,147,781.38

应付职工薪酬 783,779.56 593,954.81

应交税费 1,337,954.39 1,360,355.22

应付利息 369,777.77 377,618.0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179,717.94 9,943,467.9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6,527,936.52 97,889,503.8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3,002,290.88 3,614,020.8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926,833.70 6,682,833.6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929,124.58 10,296,854.55

负债合计 107,457,061.10 108,186,358.4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6,600,000.00 106,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097,381.22 4,097,381.2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09,187.38 3,709,187.3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840,872.28 22,637,228.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247,440.88 137,043,796.9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46,704,501.98 245,230,155.39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16

- 14 -

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0,382,440.06 23,255,577.71

其中：营业收入 30,382,440.06 23,255,577.7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9,364,067.62 23,315,390.52

其中：营业成本 24,789,900.28 19,903,205.8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07,009.20 250,420.10

销售费用 667,009.75 456,173.55

管理费用 2,537,721.04 2,389,670.81

财务费用 1,062,427.35 315,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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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529,986.2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48,358.68 -59,812.81

加：营业外收入 2,387.12 1,342,740.43

减：营业外支出 10.73 994.0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50,735.07 1,281,933.5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50,735.07 1,281,933.58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1,550,735.07 1,281,933.58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87,062.64 -81,825.55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7,797.71 1,363,759.1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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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550,735.07 1,281,933.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637,797.71 1,363,759.1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7,062.64 -81,825.5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1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21,322,961.85 13,084,071.67

减：营业成本 16,636,341.56 10,720,859.00

税金及附加 269,648.58 239,356.02

销售费用 498,545.23 404,357.73

管理费用 1,185,098.97 955,524.76

财务费用 907,822.99 440,5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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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375,999.99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01,504.51 323,405.71

加：营业外收入 2,150.12 1,191,590.00

减：营业外支出 10.73 18.6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203,643.90 1,514,977.1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03,643.90 1,514,9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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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203,643.90 1,514,977.10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203,643.90 1,514,977.1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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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5,093.99 30,108,096.6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769,909.70 366,96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91,651.91 28,741,661.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256,655.60 59,216,717.9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020,945.80 25,883,218.5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16

- 17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96,280.32 1,193,007.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34,905.95 782,089.7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59,790.74 6,451,001.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311,922.81 34,309,31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4,732.79 24,907,4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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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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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81,475.39 441,655.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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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475.39 441,655.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1,475.39 -441,655.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23,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06,874.99 510,436.7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6,874.99 24,010,436.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874.99 -24,010,4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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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17.59 455,309.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1,932.04 972,184.2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8,314.45 1,427,493.90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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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748,805.04 20,730,141.89

收到的税费返还 769,909.70 366,96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325,113.64 26,308,587.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43,828.38 47,405,689.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2,873,867.80 15,412,896.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33,683.13 647,798.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0,639.08 737,702.3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40,834.29 5,765,730.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119,024.30 22,564,12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4,804.08 24,841,5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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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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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52,695.39 44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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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2,695.39 441,655.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2,695.39 -44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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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23,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06,874.99 428,874.2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06,874.99 23,928,874.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874.99 -23,928,8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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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16.30 471,032.6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9,946.50 672,851.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8,730.20 1,143,88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