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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万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松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郑文广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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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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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211,896,658.68 12,739,884,519.18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8,616,646.21 1,074,141,362.80 -1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8,735,143.06 1,015,601,196.47 -1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8,020,985.54 1,858,341,237.78 -1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3 0.3255 -1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3 0.3255 -18.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0% 6.19% 下降 0.1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830,241,994.71 21,351,919,400.65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93,484,579.15 14,202,793,015.57 6.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3,559.8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299,332.1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548,979.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33,286.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392,484.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54,050.55  

合计 59,881,503.1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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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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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2,1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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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27% 1,955,575,624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8% 461,427,83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44,653,92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42,051,1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31,585,90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62% 20,417,53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国有法人 0.56% 18,423,23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国有法人 0.54% 17,799,055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境外法人 0.44% 14,498,796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5% 11,664,05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55,575,624 人民币普通股 1,955,575,624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461,427,834 人民币普通股 461,427,83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653,924 人民币普通股 44,653,92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42,051,164 人民币普通股 42,051,1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58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85,900 

GIC PRIVATE LIMITED 20,417,536 人民币普通股 20,417,53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8,423,230 人民币普通股 18,423,23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7,799,055 人民币普通股 17,799,055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14,498,796 人民币普通股 14,498,796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11,664,051 人民币普通股 11,664,0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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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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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屠宰生猪290万头，比2016年同期下降16.61%；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70.17

万吨，比2016年同期下降1.84%；实现营业总收入122.28亿元，比2016年同期下降4.02%；实

现利润总额11.78亿元，比2016年同期下降18.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9亿元，

比2016年同期下降18.20%。 

 

1、合并报表主要指标重大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幅32.11%，主要原因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使货币资金增加； 

（2）预付账款较年初降幅44.3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货物或接受劳务使预付款下降； 

（3）应收股利较年初增加1,658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公司董事会决议分红，公司确认

股利增加；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幅36.25%，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应收固定资产处置款项增加；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幅800.03%，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6）发放贷款和垫款较年初下降90.07%，主要原因是本期财务公司对关联方成员单位发放贷

款减少； 

（7）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幅166.01%，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导致借款增加； 

（8）应付账款较年初降幅30.34%，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原料类存货款下降； 

（9）预收账款较年初降幅31.42%，主要原因是3月底与年初季节性差异影响，使公司预收款

减少； 

（10）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幅46.94%，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2016年度职工年终奖励，使应

付职工薪酬减少； 

（11）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幅329.33%，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借款增加，使应付利息增加； 

（12）税金及附加较同期增幅48.50%，主要原因是根据财会【2016】22号文的规定，将本期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中的税费调整至本科目核算； 

（13）财务费用较同期增加1,988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使银行利息支出增加； 

（14）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幅136.76%，主要原因是本期猪价连续下降，对库存屠宰产品提

取减值； 

（15）投资收益较同期降幅68.54%，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使理财收益减少； 

（16）营业外收入较同期增幅80.46%，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同期下降48,347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产品投

资支出下降；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178,368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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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PVDC树脂  6,071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调味料  2,736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猪肠衣  4,663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运输劳务、采购物料 26,870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采购分割肉、分体肉、骨类及副产品  107,562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1,128  

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开发及维护  249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3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汽  8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房产  154  

 

二、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猪毛肠、提供初级加工  3,382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辅料  1,710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水电气  91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销售肉制品  1,030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气  584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气  178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电气  4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利息  534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销售水、物料  3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仓储劳务  6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租赁房产、车辆  99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租赁土地  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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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双汇集团、罗特克

斯、万洲国际（双

汇国际）、兴泰集

团、万隆先生 

其他承诺 

1、关于唐山双汇历史股权转让存在瑕疵的补偿承

诺。2006 年，双汇集团自其他两位股东受让唐山双

汇 20%的股权。其中，玉田县牧工商总公司于 2006

年 9 月向双汇集团协议转让其所持唐山双汇 10%股

权已经玉田县财政局审核同意，唐山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转让行为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

出具说明同意唐山双汇依法办理玉田县牧工商总公

司 10%股权的转让手续，但未经省级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审批。如因双汇集团受让玉田县牧工商总

公司所持唐山双汇 10%股权未履行适当的国有产权

转让程序使上市公司遭受损失，双汇集团承诺将赔

偿双汇发展因此而受到的所有损失。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

履行 

双汇集团、罗特克

斯、万洲国际、兴

泰集团、万隆先生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双

汇发展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在肉类主业经营

上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

利益，并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兴泰

集团、双汇国际、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及万隆先生

分别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

履行 

双汇集团、罗特克

斯、万洲国际、兴

泰集团、万隆先生 

关联交易

承诺 

3、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的下属企业

仍存在少量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食品添加剂的采购、

物流服务等。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兴泰集

团、万洲国际、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及万隆先生已

分别向双汇发展作出了规范关联交易的书面承诺。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

履行 

双汇集团、罗特克

斯、万洲国际、兴

泰集团、万隆先生 

其他承诺 

4、罗特克斯关于双汇发展公司治理的承诺。收购人

罗特克斯已作出承诺，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将

会促使双汇发展继续保持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

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双汇发展董事会成员

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不少于 1/2。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

履行 

双汇集团、罗特克

斯、万洲国际、兴

泰集团、万隆先生 

其他承诺 

5、"3.15 事件"相关承诺。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承诺：

就本次"3.15 事件"，若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及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因受到相关政府部门行政处

2012 年 07

月 30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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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而对拟注入资产造成损失的，及因违反与双汇发

展的相关合同约定或存在对双汇发展侵权的情形而

给双汇发展造成损失的，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同意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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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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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分部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肉制品行业 屠宰行业 其他 分部间相互抵减 合计 

分部营业收入  523,952.66   774,137.70   56,313.01  -131,582.38   1,222,820.99  

其中：对外交易收入  523,952.66   667,463.98   31,404.35    1,222,820.99  

分部间交易收入   106,673.72   24,908.66    131,582.38  

分部营业成本/费用  428,053.49   763,805.71   52,809.53  -132,594.60   1,112,074.13  

分部营业利润(亏损)  95,899.17   10,331.99   3,503.48   1,012.21  110,746.85 

财务费用         1,481.37 

投资收益         1,346.30 

报表营业利润         110,611.79 

营业外收入         7,473.32 

营业外支出         295.41 

报表利润总额         117,7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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