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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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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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3,845,940.87 21,351,919,400.65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432,875,633.63 14,202,793,015.57 -5.4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72,986,380.74 3.49% 37,270,149,155.38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46,983,844.77 10.78% 3,151,038,717.00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9,693,492.47 19.29% 3,023,574,122.91 -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53,209,969.62 1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79 10.79% 0.9550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79 10.79% 0.9550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1% 1.12% 23.16%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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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0,1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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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83,515.8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952,001.2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11,131.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28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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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31,648.44  

合计 127,464,59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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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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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 49,466,68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38,6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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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17,353,5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13,786,24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13,46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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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57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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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466,684 人民币普通股 49,46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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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671,633 人民币普通股 38,6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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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17,353,589 人民币普通股 17,353,5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786,244 人民币普通股 13,786,24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深 
13,463,739 人民币普通股 13,46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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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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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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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主要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屠宰生猪1,009万头，比2016年同期上升13%，其中三季度374万头，

同比增长37.9%，环比增长8.6%；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227.8万吨，比2016年同期上升4.7%，

其中三季度82.3万吨，同比增长11.7%，环比增长9.3%；实现营业收入373.39亿元，比2016年

同期下降2.67%，其中三季度132.94亿元，同比增长3.6%，环比增长12.5%；实现利润总额42.46

亿元，比2016年同期下降2.96%，其中三季度16.69亿元，同比增长12.2%，环比增长19.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1亿元，比2016年同期下降3.85%，其中三季度12.47亿元，

同比增长10.8%，环比增长21.7%。 

        2、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期末 期初 
对比 

原因 

增减 增幅 

1 货币资金 506,844 330,369 176,475 53.42% 

主要原因是本期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入导致货币资金增

加。 

2 应收票据 2,635 6,023 -3,388 -56.25% 
主要原因是生鲜品事业部部

分应收票据减少。 

3 预付款项 3,795 5,759 -1,963 -34.09% 
主要原因是本期接受劳务使

预付款下降。 

4 其他应收款 2,972 4,768 -1,796 -37.66%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代垫

款项及承兑汇票待摊贴现息

减少。 

5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324 233 91 38.88%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土地

租赁费摊销增加。 

6 其他流动资产 37,151 24,898 12,253 49.21%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 

7 发放贷款和垫款 51,084 74,250 -23,166 -31.20% 
主要原因是本期财务公司对

关联公司发放贷款减少。 

8 在建工程 16,190 53,260 -37,070 -69.60%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沈阳

双汇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9 工程物资 289 234 55 23.52%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在建工

程项目导致工程物资增加。 

10 短期借款 225,700 105,500 120,200 113.93% 
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

金导致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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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吸收存款及同业

存放 
51,383 33,534 17,848 53.22% 

主要原因是本期财务公司吸

收关联公司存款增加。 

12 
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款 
62,906 - 62,906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财务公

司贴现负债。 

13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1,546 - 1,546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芜湖

进出口未交割远期外汇合约

公允价值变动。 

14 应付利息 447 75 372 496.65%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借款增加，使应付利息增

加。 

15 应付股利 4,017 11,867 -7,850 -66.1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分红款

导致应付股利减少。 

16 长期应付款 6,830 - 6,830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收到

委托经营资金。 

 

           3、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本期1-9月 上期1-9月 
对比 

原因 
增减 增幅 

1 
税 金 及 附

加 
26,249 14,314 11,935 83.38% 

主要原因是根据财会【2016】22号文

的规定，自2016年5月份起将管理费

用及销售费用中的相关税费调整至

本科目核算，由于以上核算口径原因

造成同比差异。 

2 财务费用 6,298 -1,158 7,456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使银行利

息支出增加。 

3 
资 产 减 值

损失 
24,210 11,995 12,215 101.83% 

主要原因是本期猪价先升后降，而同

期猪价持续上升，导致本期对库存屠

宰产品提取减值较多。 

4 投资收益 4,498 9,046 -4,548 -50.28%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使理财收益减少。 

5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55,914 
    

125,935  

 

-181,849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理财产品金额

减少。 

6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23,359 
   

-505,283  
 281,925    

主要原因是本期与去年同期比分红

支出金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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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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采购商品/接收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1-9月发生额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PVDC树脂                    

17,400.96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调味料                    

11,053.69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猪肠衣                    

20,368.91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运输劳务                    

93,879.73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采购分割肉、分体肉、骨类及副产

品 

                 

260,352.80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4,629.26  

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开发及维护                         

771.50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4.50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汽                           

14.77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租赁房产                         

437.63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1-9月发生额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猪毛肠、提供初级加工                    

14,843.68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辅料                      

5,997.98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水电气                         

386.55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销售肉制品                      

3,511.02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气                      

1,9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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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气                         

690.46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水电气                           

29.48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贷款利息                         

701.36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销售水、物料                           

11.73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仓储劳务                           

14.55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包装物  

2.68 

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电气                             

3.47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租赁房产、车辆                         

313.51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租赁土地                             

2.9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日常关联交易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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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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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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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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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

操作方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资初

始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计提减值准备

金额（如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非 否 

远期结

售汇 
7,619.24 2017 年 01 月 12 日 2017 年 09 月 20 日 7,619.24 0 7,619.24 0 0 0.00% -410.1 

中国农行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 否 
远期结

售汇 
20,089.72 2017 年 01 月 12 日 2018 年 01 月 10 日 20,089.72 6,367.14 20,089.72 0 6,367.14 0.44% -1,089.4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 否 
远期结

售汇 
40,482.38 2017 年 01 月 13 日 2017 年 12 月 20 日 40,482.38 0 0 0 40,482.38 2.82% 0 

合计 68,191.341 -- -- 68,191.34 6,367.14 27,708.96 0 46,849.52 3.26% -1,499.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该保证金使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自有资金或抵减

金融机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授信额度。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涉及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

险、法律风险等） 

1、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以锁定成本、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风险为目的，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不得超过经董事

会审议批准的授权额度。2、公司已制定严格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

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3、公司将审慎审查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

构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4、公司外汇业务相关人员将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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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估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公司管理层报告，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董事会，提示风险并执行应急措施。5、公司风险

管理部门定期对外汇衍生品交易进行合规性检查。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

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

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来源于银行公允价值对账单或中国银行网站报表日远期牌价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董意见：我们认为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是为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外汇风险，能有效控制外汇风险带来的成本不确定性。公司

已制定《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有利于加强外汇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和控制。 

注：1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外汇衍生品共发生 17 笔，均为远期结售汇。以上外汇衍生品披露，按操作方名称（即银行名称）及衍生品投资类型合并披露。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2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5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一季度肉制品、屠宰业经营情况、原因；

上游养鸡业进展等。 

2017 年 05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一季度肉制品、屠宰业经营情况、原因；

2017 新产品上市情况；美式产品的销

量情况；餐饮、电商渠道销售情况等。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肉制品的发展方向；美式产品的销售情

况；2017 年新渠道开发规划等。 

2017 年 05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高、低温肉制品销售情况；美式产品销

售情况；新产品推广策略；肉制品发展

方向等。 

2017 年 06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美式产品销售情况；鸡原料价格对公司

肉制品成本的影响；扩大低温肉制品采

取的措施等。 

2017 年 06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一季度肉制品、屠宰业经营情况、原因；

餐饮渠道销售情况等。 

2017 年 06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低温产品相比较高温产品的特点有哪

些；公司肉制品成本怎么做到更有优势

等。 

2017 年 08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肉制品、屠宰业经营情

况、原因等。 

2017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肉制品业上半年经营情况；屠宰业产能

情况；美式产品的销量情况等。 

2017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肉制品业在新产品开发推广方面效果；

2017 年下半年猪价对公司的影响；肉

制品业下一步发展战略等。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上半年公司经营基本情况；2017 年下

半年猪价对公司的影响；下半年新品开

发的进展和突破；低温肉制品销售情

况；与史密斯菲尔德的协同效应；肉制

品业下一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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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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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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分部报告 

                               双汇发展2017年1-9月份分部报告 

                                               单位：元 

项目 肉制品行业 屠宰行业 其他 分部间相互抵减 合计 

营业收入           

对外交易收入 17,152,809,430.12 19,186,678,728.37 999,875,013.95   37,339,363,172.44 

分部间交易收入   3,249,560,935.31 744,895,019.33   3,994,455,954.64 

分部营业收入合

计 

17,152,809,430.12 22,436,239,663.68 1,744,770,033.28 -3,994,455,954.64 37,339,363,172.44 

报表营业收入合

计 

        37,339,363,172.44 

营业成本/费用 13,585,887,412.07 22,011,166,155.58 1,622,601,205.23 -4,004,693,626.82 33,214,961,146.05 

分部营业利润

(亏损) 

3,566,922,018.05 425,073,508.10 122,168,828.05 10,237,672.18 4,124,402,026.39 

财务费用 62,982,052.84 

投资收益 44,977,169.58 

报表营业利润 4,106,397,143.13 

营业外收入 163,629,133.48 

营业外支出 24,204,667.11 

报表利润总额 4,245,821,609.50 

十一、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1、精准扶贫规划 

（1）实施“农户+企业模式”的精准扶贫模式，让贫困户通过劳动增加收入，培养、提高

贫困户劳动能力。 

（2）公司利用自身优势，继续落实产业扶贫工程，扶贫扶志，授人以渔。 

（3）发挥单位工会的作用，支持困难学生上学或参加技能培训，争取从根本上解决家

庭困难问题，实现早日脱贫的目标。 

 2、年度精准扶贫概要及成效 

 公司始终以党中央“精准扶贫”的精神为指导，切实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把扶贫工作

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使扶贫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人力物力上得到了保障并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2017年1-9月份，春节捐助困难职工、日常困难救助，共捐助3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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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34.1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一是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确保扶贫工作持续有效开展。根据公司每年的扶贫计划，

对扶贫资金实行一事一议，由总裁办公会审议后实施，保证扶贫经费足额投入使用。 

二是创新扶贫思路，完善扶贫机制。通过有效利用公司资源，合理安排资金，积极配合

引进项目等手段，实行精准化帮扶，不断巩固和优化帮扶成果，力争早日促进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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