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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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文

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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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0,487,099.19  11,646,508,203.99 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37,960,890.61  6,752,397,489.35 4.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311,101.38  -40,329,752.0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6,323,388,582.64 4,457,455,800.34 4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928,241.18  303,680,389.66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9,181,338.60  303,734,949.01 -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5.19 
减少 0.9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3 -3.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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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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01,7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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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1,9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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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447.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19,503.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5,323.87  

所得税影响额 -1,341,955.72  

合计 -8,253,0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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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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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卫东 149,549,498 16.22 3,062,117 质押 55,375,000 境内自然人 

DE HEUS MAURITIUS 82,303,939 8.93 2,296,587 无  境外法人 

丁云峰 81,929,558 8.89 1,531,058 质押 47,620,000 境内自然人 

邵彩梅 49,773,878 5.4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铁生 48,360,000 5.24  质押 6,600,000 境内自然人 

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8,360,000 5.24  无  其他 

王凤久 47,964,602 5.20  质押 5,190,000 境内自然人 

王仲涛 46,625,229 5.06 765,529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566,913 1.58  未知  其他 

华安财保资管－工商银

行－华安财保资管稳定

增利 12号集合资产管理

产品 

12,328,841 1.34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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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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卫东 146,487,381 人民币普通股 146,487,381 

丁云峰 80,3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98,500 

DE HEUS MAURITIUS 80,007,352 人民币普通股 80,007,352 

邵彩梅 49,773,878 人民币普通股 49,773,878 

张铁生 4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60,000 

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60,000 

王凤久 47,964,602 人民币普通股 47,964,602 

王仲涛 45,8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59,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566,913 人民币普通股 14,566,913 

华安财保资管－工商银行－华安财保资

管稳定增利 1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12,328,841 人民币普通股 12,328,8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为一致行动人； 

2.金卫东为五莲禾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 

3.未发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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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570,949.00 4,725,552.30 -87.92% 衍生金融资产持仓减少 

应收票据 9,272,305.57 14,200,547.87 -34.70% 应收票据到期兑现 

应收账款 845,866,978.35 450,170,744.45 87.90% 新增结算期内应收账款 

使用权资产 193,902,841.65   不适用 系根据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0,585,942.02 143,945,562.29 -30.12% 摊销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1,905,003.56 531,140,679.24 37.80% 预付长期资产和养户饲养费增加 

应付票据 2,600,000.00 4,000,000.00 -35.00% 应付票据到期结算 

预收款项 31,702,488.62 15,522,362.13 104.24% 预收销货款增加 

应付股利 4,950,000.00 1,500,000.00 230.00% 子公司少数股东应付股利增加 

长期借款 888,902,774.18 574,880,271.67 54.62% 银行长期借款增加 

租赁负债 168,020,131.68   不适用 系根据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688,281.09 15,458,230.92 -30.86% 应付融资租赁款到期支付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4,236,891.82 -2,157,502.61 不适用 
主要为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的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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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6,323,388,582.64 4,457,455,800.34 41.86% 
饲料产品、禽产业、猪产业等营

业收入均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5,726,136,025.71 3,938,358,381.46 45.39% 
饲料产品、禽产业、猪产业等营

业收入均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8,920,915.49 6,337,449.69 40.77% 主要是本期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 139,203,332.96 99,267,339.47 40.23% 主要为销售人员费用及薪酬增加 

管理费用 94,042,346.08 66,560,979.66 41.29% 主要为管理人员费用及薪酬增加 

研发费用 19,656,195.40 13,796,274.35 42.47% 公司较上年同期增加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18,222,684.28 13,868,688.22 31.39% 
银行借款利息增加及租赁负债利

息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4,058,360.34 1,281,194.90 216.76% 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709,995.00 -1,968,649.00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浮动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10,604,510.87 -1,507,666.89 不适用 主要为存货计提损失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850,037.79 1,263,879.25 -246.38% 
主要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置损失

增加 

营业外支出 16,281,341.33 4,828,215.58 237.21% 非常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6,311,101.38 -40,329,752.04 不适用 

主要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

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9,367,495.22 -392,292,157.56 不适用 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2,232,370.71 271,971,156.55 121.43% 主要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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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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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卫东 

日期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