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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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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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60,300,609.85 11,994,416,709.36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79,285,122.35 1,063,891,434.59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2,104,634.32 1,010,469,410.40 2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0,107,362.97 1,260,796,863.35 -7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77 0.3224 2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77 0.3224 2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7.0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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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3,542,964.92 22,347,914,320.79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266,344,037.60 12,974,142,670.96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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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3,5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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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3,569.1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3,2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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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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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6,624,6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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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0,857.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088,363.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9,964.27  

合计 57,180,48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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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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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2,0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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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82,926,54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57,971,09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31,585,9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20,604,0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0.55% 18,004,57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国有法人 0.52% 17,304,35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投连－创新动力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1% 13,479,6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12,45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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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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2,926,543 人民币普通股 82,926,54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971,092 人民币普通股 57,97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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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0,604,052 人民币普通股 20,604,0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8,004,575 人民币普通股 18,004,57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7,304,351 人民币普通股 17,304,35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创新动力 
13,479,612 人民币普通股 13,479,6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12,454,834 人民币普通股 12,45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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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该 200 万股冻结股份已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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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主要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屠宰生猪472.7万头，比2018年同期上升20.71%；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75.4

万吨，比2018年同期上升1.52%；实现营业总收入119.74亿元，比2018年同期下降0.71%；实

现利润总额15.87亿元，比2018年同期上升12.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9亿元，

比2018年同期上升20.25%。 

2、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19年 

3月31日 

2019年 

1月1日 

对比 
原因 

增减 增幅 

1 货币资金 156,418 261,794 
-105,37

6 
-40.25% 

主要原因是本期存货及结构性存款增加导

致货币资金减少。 

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384,579 187,782 196,797 104.80%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增加。 

3 应收票据 3,287 6,199 -2,912 -46.98%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到应收票据减

少。 

4 预付款项 2,341 6,479 -4,138 -63.8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货物或接受劳务使预

付款下降。 

5 
其他应收

款 
5,043 3,279 1,765 53.82% 

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联营企业南通汇羽丰

应收股利。 

6 存货 527,052 422,836 104,215 24.65%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冻品库存增加。 

7 
发放贷款

和垫款 
- 1,968 -1,968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关联公司偿还财务公司借

款。 

8 在建工程 15,018 11,151 3,867 34.68%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技改在建工程增

加。 

9 
生产性生

物资产 
3,514 6,612 -3,098 -46.86% 

主要原因是本期生产性生物资产存栏下

降。 

10 短期借款 310,031 232,221 77,810 33.51% 
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导致借款增

加。 

11 
应付职工

薪酬 
44,658 71,100 -26,443 -37.19%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2018年度职工年终奖

励，使应付职工薪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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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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对比 
原因 

增减 增幅 

1 
资产减值损

失 
1,577 14,110 -12,533 -88.82% 

主要原因是本期猪价先降后升，对库存冻品

提取减值较少，同期猪价快速下降，对库存

冻品提取减值较多。 

2 其他收益 4,080 5,847 -1,767 -30.22% 
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

府补助减少。 

3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2,903  2,903  

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到期结构性存款等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011 126,080 -93,069 -73.82%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库存增加较多。 

5 
投资活动现

金流入 
46,525 10 46,51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及取得的投资收益增加。 

6 
投资活动现

金流出 
252,067 114,340 137,728 120.45%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增加。 

7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5,543 -114,330 -91,213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增加。 

8 
筹资活动现

金流入 
360,196 169,717 190,478 112.23% 

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导致筹资活

动现金流入增加。 

9 
筹资活动现

金流出 
285,824 207,805 78,018 37.54% 

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导致筹资活动现

金流出增加。 

10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372 -38,088 112,460  
主要原因是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导致筹资活

动现金净流入增加。 

11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98,164 -26,333 -71,831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及库存增加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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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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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采购商品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PVDC树脂 4,660.24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

司 

采购调味料 4,964.84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猪肠衣 6,430.50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采购分割肉、分体肉、骨

类及副产品 

33,359.07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1,261.77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采购汽 3.57 

小计   50,680.00 

接受劳务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接受运输劳务 29,749.87 

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

司 

软件开发及维护 271.11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房产 85.69 

小计   30,106.67 

2、出售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出售商品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猪毛肠 9,836.62 

漯河双汇海樱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辅料 2,385.70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销售水电汽 116.63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销售肉制品 1,223.99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626.53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210.01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水电汽、物料 3.11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销售水、物料 2.89 

南通汇羽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包装物 0.77 

漯河双汇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电汽 0.54 

小计   14,406.81 

提供劳务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租赁房产、车辆、装卸劳

务 

84.80 

漯河双汇意科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租赁土地 2.99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初级加工 1,325.14 

小计   1,4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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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自2019年1月21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停牌，公司于

2019年1月21日披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2），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就本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吸收合并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并

于2019年1月26日披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同日，公司发布了《河南双汇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

于2019年1月28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1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4号），并于2019年2月15日披露了《河南

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吸收合并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并

于2019年3月16日披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3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6号），并于2019年3月29日披露了《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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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9-24）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吸收合并河南省

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并于2019

年4月11日披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26）等相关公告及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190806号），并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了《河南双

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29），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等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190806），并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0），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公告 
2019 年 03 月 1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9-19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9 年 01 月 2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预

案》、《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

等。 

2019 年 02 月 1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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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03 月 1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等。 

2019 年 03 月 2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24）

等。 

2019 年 04 月 1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26）等。 

2019 年 04 月 2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29）。 

2019 年 04 月 26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3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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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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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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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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7.56 

2019

年 01

月 07

日 

2019

年 07

月 22

日 

 9,007.56   9,007.56 0.59%  

中国农行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非 否 

远期

结售

汇 

10,337.57 

2018

年 10

月 16

日 

2019

年 06

月 20

日 

6,522.6 3,814.97 6,522.6  3,814.97 0.25% -163.25 

合计 19,345.13 -- -- 6,522.6 12,822.53 6,522.6  12,822.53 0.84% -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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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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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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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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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严格执行衍生品业务的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并将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

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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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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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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展投资理财及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能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

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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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吸收合并双汇集团的必要性；本次重

组定价的依据；重组时机选择的依据等。 

2019 年 03 月 21 日 其他 机构 
目前双汇集团的负债情况；本次的重组目

的和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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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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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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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对外交易收入 586,379.51 573,358.77 37,692.35   1,197,430.63 

分部间交易收入  127,303.03 23,948.67   151,251.70 

分部营业收入合计 586,379.51 700,661.80 61,641.02 -151,251.70 1,197,430.63 

报表营业收入合计         1,197,430.63 

营业成本/费用 489,499.68 647,059.86 60,195.43 -151,525.65 1,045,229.32 

分部营业利润(亏损) 96,879.83 53,601.94 1,445.59 273.95 152,201.31 

财务费用         1,470.27 

投资收益         1,0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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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4,080.3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03.13 

报表营业利润         158,797.11 

营业外收入         237.56 

营业外支出         325.05 

报表利润总额         158,7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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