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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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4,212,024.49 17,581,630,130.40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41,074,393.04 1,464,652,220.36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5,236,126.85 1,389,504,948.56 -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03,883,284.47 1,785,116,837.13 -2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59 0.4413 -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59 0.4413 -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9% 8.50% 同比下降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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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7,150,245.73 34,703,881,761.96 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204,247,998.56 23,763,043,722.60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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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7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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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1,754.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6,3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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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4,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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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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55,726.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157,442.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272,985.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182.73  

合计 145,838,26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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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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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33% 2,436,727,364 1,975,299,53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7% 57,971,09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9% 54,994,39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1% 31,585,900 0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4% 25,60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合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68% 23,686,157 9,13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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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其他 0.52% 18,115,264 3,115,26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合润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6,785,718 4,984,42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全商

业模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46% 16,057,392 4,984,42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五组合 
其他 0.34% 11,663,6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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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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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71,092 人民币普通股 57,971,0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994,392 人民币普通股 54,99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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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2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4,548,047 人民币普通股 14,548,0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01,294 人民币普通股 11,801,29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1,663,64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3,64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1,072,968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9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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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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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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肉类产品（含禽产品）总外销量75万吨，同比上升9.66%；实现营业总收

入183亿元，同比上升4.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亿元，同比下降1.61%。 

2、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分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期末 期初 
对比 

原因 
增减 增幅 

1 拆出资金 80,000 30,000 50,000 166.6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

财务公司增加同业拆出资金。 

2 应收票据 6,515 4,460 2,055 46.0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

销售商品收到的外部客户承

兑汇票增加。 

3 预付款项 16,045 23,896 -7,851 -32.8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

收到货物或接受劳务使预付

款下降。 

4 在建工程 49,349 32,339 17,010 52.6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

新建及技改项目增加。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482 12,006 13,476 112.2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

新建及技改项目预付设备款

增加。 

6 短期借款 356,909 238,265 118,644 49.7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

补充流动资金增加短期融资。 

7 应付职工薪酬 68,012 111,367 -43,354 -38.9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放

2020年度职工年终奖，导致应

付职工薪酬减少。 

8 应交税费 54,612 41,179 13,433 32.6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

税利润上升、实现增值税较多

导致应交所得税及应交增值

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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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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费用 2,439 1,840 599 32.5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

员增加、待遇提升。 

2 财务费用 640 1,717 -1,077 -62.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平均

贷款本金及贷款利率下降，利息

支出较同期减少。 

3 其他收益 12,226 5,342 6,884 128.8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4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3,924 2,730 1,194 43.7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到期

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 

5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号

填列） 

2,925 1,183 1,743 147.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持有

的银行结构性存款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增加。 

6 营业外收入 843 1,366 -523 -38.2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侵

权赔偿款减少。 

7 营业外支出 383 1,995 -1,612 -80.79% 
主要原因是同期本集团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相关捐赠支出。 

8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16,932 118,049 98,883 83.7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到期

收回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 

9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344,886 159,453 185,433 116.2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利用

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和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银行结

构性存款增加。 

1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7,954 -41,404 -86,55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利用

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和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银行结

构性存款增加。 

11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524,610 282,124 242,486 85.9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补充

流动资金融入借款增加。 

12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395,869 238,941 156,927 65.6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偿还

到期借款增加。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8,741 43,182 85,559 198.1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本集团补充

流动资金，增加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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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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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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粉 5,337.16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猪肠衣 3,470.83 

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8.45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 49.56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分割肉、分体肉、

骨类及副产品等 
286,442.68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采购大豆蛋白 1,538.33 

漯河市聚能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煤 128.84 

小计   297,325.85 

接受劳务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房产租赁 170.00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运输劳务 32,454.23 

小计   32,624.23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销售商品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猪毛肠 7,259.62 

漯河汇盛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猪苦胆等 237.60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水电汽 102.60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销售肉制品等 2,119.68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999.18 

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汽 246.81 

小计   10,965.50 

提供劳务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房产、车辆租赁 70.25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初级加工 708.57 

小计   778.8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0 年 11 月 0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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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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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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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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

券

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

计

计

量

模

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

计

核

算

科

目 

资

金

来

源 

债

券 
209949 

20

贴

现

国

债

49 

98,733,909.89 

成

本

法

计

量 

99,257,809.25 0.00 0.00 0.00 0.00 654,874.20 99,912,683.45 

债

权

投

资 

自

有

资

金 

合计 98,733,909.89 -- 99,257,809.25 0.00 0.00 0.00 0.00 654,874.20 99,912,683.45 -- -- 

证券投资审批

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21 年 03 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

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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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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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投入情况 

截止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6,768.16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898.6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3,637.5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注）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肉鸡产业化

产能建设项目 
否 333,000.00 333,000.00 19,136.03 31,555.41 9.48% 

2022年6月30

日 
- 不适用 否 

2、生猪养殖产

能建设项目 
否 99,000.00 99,000.00 2,062.97 5,591.38 5.65% 

2021年12月

31日 
- 不适用 否 

3、生猪屠宰及

调理制品技术

改造项目 

否 36,000.00 36,000.00 876.48 5,643.26 15.68% 
2021年7月31

日 
- 不适用 否 

4、肉制品加工

技术改造项目 
否 27,000.00 27,000.00 935.67 3,933.97 14.57% 

2021年7月31

日 
-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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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双汇总

部项目 
否 71,768.16 71,768.16 3,887.51 6,913.53 9.63% 

2022年12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30,000.00 130,000.00 - 13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696,768.16 696,768.16 26,898.66 183,637.54 26.3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9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

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自

2020年5月17日至2020年9月15日止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5,572.34万元，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金额为5,572.34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独立董事同意，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0年9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后，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投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5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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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批通过后

十二个月内，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372,000万元，尚未到期。其余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收益）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67,681,641.73元。 

2、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产生尾差。 

（二）募投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工业用地已经全部取得不动产权证，具体如下： 

项目 子项目 不动产权证办理情况 

西华1亿羽肉鸡产业化产能建

设项目 

年产80万吨饲料厂项目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西华县不动产权第0001794号】，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1年3月10日起2071年3月9日止。 

1亿只肉鸡屠宰项目 

主体部分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0）西华县不动产权第0003096

号】，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0年8月19日起2070年8月18日止；附

属部分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西华县不动产权第0000473号】，

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1年1月6日起2071年1月5日止。 

彰武1亿羽肉鸡产业化产能建

设项目 

年产50万吨饲料建设项目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辽（2020）彰武县不动产权第0005190号】，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0年11月02日至2070年11月02日止。 

年屠宰加工1亿只肉鸡项目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辽（2020）彰武县不动产权第0005191号】，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0年11月02日至2070年11月02日止。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年产18万吨饲料建设项目 
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辽（2020）彰武县不动产权第0005189号】，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2020年11月02日至2070年11月02日止。 

（三）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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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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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

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00 4,000 0 

合计 4,000 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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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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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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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30

线上

平台、

电话

其他 机构 

申万宏源周缘，兴全基金徐

留明、王志强等，广发基金

程琨等，泰康资产郭晓燕、

公司 2020 年新产

品情况及 2021 年

新产品计划；2021

详见巨潮资

讯网，《2021

年 3月 30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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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会议、

现场

会议 

刘巍放等，国寿资产麻锦

涛、王礼彬等，嘉实基金谭

丽、左勇等，安信证券苏铖、

徐哲琪，新华基金王鹏等，

工银瑞信齐欢等共 260 余

人。 

年公司在营销、餐

饮渠道和电商渠道

等方面的规划；公

司发展上游养殖业

的目的等。 

月 2 日投资者

调研记录》

（编号：

2021-01）。 

十二、分部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肉制品分部 屠宰分部 其他分部 分部间抵减 合计 

营业总收入 715,012.40 1,094,073.97 166,116.24 -143,425.44 1,831,777.17 

对外交易收入 715,012.40 983,644.47 133,120.30   1,831,777.17 

分部间交易收入   110,429.50 32,995.94 -143,425.44   

营业成本/费用 571,380.98 1,065,588.57 161,043.15 -147,284.56 1,650,728.14 

分部营业利润(亏损) 143,631.42 28,485.40 5,073.09 3,859.12 181,049.03 

财务费用         639.51 

投资收益         3,924.3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25.15 

报表营业利润         187,259.00 

营业外收入         843.00 

营业外支出         383.26 

报表利润总额         187,718.74 

备注：1、表中数字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不符及各项目与利润表对应项目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自2021年开始公司根据受益分部将其他收益拆分至各分部的“分部营业利润（亏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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