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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965                                             公司简称：福成股份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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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高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晶 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471,946,505.94  2,738,795,840.48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07,767,850.88  2,043,474,705.95 -1.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1,808,779.36  119,612,269.97 18.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64,764,623.34  1,122,178,798.47  -3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7,098,288.18  160,041,095.59  -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73,994,729.61  133,504,956.38  -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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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26  8.06  -3.8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64  0.1955  -45.5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64  0.1955  -45.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6,731.41 1,058,989.7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953.70 2,030,804.31 2020年三河市科技创新

资金 20 万元；农业农村

部肉牛体系补贴 18.75

万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创新 20 万元；河北省新

型研发机构建设 50万

元；河北省工程中心绩效

补助 80 万元；个税手续

费返还 143,304.31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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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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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345.04 1,201,286.4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18,929.02 9,694,361.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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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51,825.92 -881,883.05  

合计 6,816,670.43 13,103,558.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8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90,697,674 35.5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福成 128,137,155 15.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三河福生投资

有限公司 
73,795,393 9.01 0 质押 51,655,39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高生 17,656,737 2.16 0 质押 12,359,715 境内自然人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信托－福成

股份员工持股

计划集合资金

信托 

16,257,986 1.99 0 无 0 其他 

田桂军 14,393,881 1.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雪春 12,761,939 1.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金良 9,903,518 1.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滕再生 9,579,341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于沛君 7,621,298 0.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0,697,674 人民币普通股 290,697,674 

李福成 128,137,155 人民币普通股 128,137,155 

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73,795,393 人民币普通股 73,795,393 

李高生 17,656,737 人民币普通股 17,656,73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信托－福成股份员工

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16,257,986 

人民币普通股 

16,257,986 

田桂军 14,393,881 人民币普通股 14,393,881 

张雪春 12,761,939 人民币普通股 12,761,939 

王金良 9,903,518 人民币普通股 9,903,518 

滕再生 9,579,341 人民币普通股 9,57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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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君 7,621,298 人民币普通股 7,621,2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福成、李高

生、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线下交易都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餐饮

和殡葬产业影响较大。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食品业务板块，迎来了机遇。今年前三季度，公司

食品业务营业收入规模随着疫情的平稳在逐渐的向好发展。 

食品产业收入环比数据在第三季度有大幅增长，详见下图：（单位：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肉制品、速食品及乳制品的盈利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牛肉毛利率

提高16.32%，肉制品毛利率提高1.93%，速食品毛利率提高6.3%。毛利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开发TOC

端业务，减少人力成本、促销费及物流成本等所致。 

今年前三季度，食品业务板块合计净利润6,438万元，与去年同比增长15.6%,与二季度环比增

长45.8%；盈利水平显著增强。 

 

产品分类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环比变动 第三季度 环比变动 

牛肉 4,562 3,880 -15% 5,548 43% 

羊肉 836 390 -53% 605 55% 

肉制品 6,389 5,741 -10% 8,570 49% 

速食品 5,891 6,826 16% 7,815 14% 

乳制品 500 637 27% 497 -22% 

益生菌粉 84 89 6% 84 -6% 

合计 18,262 17,563 -4% 23,11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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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业务净利润变动情况，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疫情是危机，对于有充分准备、有及时应对经营环境变化调整策略、有良好内控企业来说是

机会。公司在年初面临员工缺失、物流不畅、销售终端TOB业务萎缩的不利环境下，及时调整了营

销策略，加大开展TOC端业务模式,拓展销售渠道，配合疫情防控还要满足消费者食品需求，并对

消费者不同口味开展个性化开发，推出上百种不同风味食品和佳肴。 

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下,公司努力打通食品产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危中寻机化危为机。这不仅安

全抗疫、还拓展了渠道，更是将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详见下表：（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27,851,841.15 52,807,681.68 -47.26  
主要是报告期末预付货款的减少所

致。 

投资性房地产 12,260,278.66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末餐饮公司闲置库房及

办公楼等房产租赁业务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197,700,000.00 -49.42  主要是本期末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主要是本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

致。 

合同负债 2,446,424.66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末增加合同负债所致。 

应交税费 13,352,508.30 45,031,899.27 -70.35  
主要是本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所致。 

递延收益 6,608,006.52 4,814,037.79 37.27  
主要是本期末灵山宝塔陵园调整了

递延收益影响。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64,764,623.34 1,122,178,798.47 -31.85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合并营

业收入下降。尤其是殡葬服务业，处

于安全考虑，客户不愿现场交流，参

观与商谈几乎是停滞状态。餐饮服务

业上半年零星开业，直到 7月份才逐

渐恢复正常营业状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7,098,288.18 160,041,095.59 -45.58 

由于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净

利润规模减少。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环比 第三季度 环比 

食品业务 1,821 1,878 3.13% 2,739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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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994,729.61 133,504,956.38 -44.58 
由于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净

利润规模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 
0.1064  0.1955  -45.58  本期实现净利润较同期减少。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0.1064  0.1955  -45.58  本期实现净利润较同期减少。 

（元/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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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报案后收到<立案通知书>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对公司被合同诈骗案一案的立案侦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三河市公安局按照经侦案件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公司及当时参与并购的人员都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以求尽快有个明确的结果。公司会按照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公告案件

的进展情况。 

公司会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投资权益，始终全力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根本利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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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高生 

日期 2020年 10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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