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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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郝忠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淑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曲晓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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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25,402.84 372,870,873.38 5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29,830.61 8,271,218.87 15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047,634.07 7,049,741.19 18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607,568.48 -25,700,520.24 1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8 0.0487 12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8 0.0487 12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0.9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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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917,115.05 2,502,840,080.12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9,137,136.72 1,727,536,522.4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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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6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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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590.1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71,831.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1,944.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8,888.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397.40  

合计 1,082,19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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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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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个税手续费返还 45,890.15 符合国家政策，持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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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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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1% 51,790,500 0   

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0% 33,528,063 0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0.71% 21,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3% 6,338,265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1.22% 2,392,070 0   

葛卫东 境内自然人 0.89% 1,742,303 1,333,333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86% 1,685,339 0   

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马鞍山中安基石长三角发展新

动能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81% 1,597,333 1,597,333   

宋永 境内自然人 0.81% 1,581,406 986,666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68% 1,333,333 1,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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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79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90,500 

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528,063 人民币普通股 33,528,063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2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338,265 人民币普通股 6,338,265 

阿布达比投资局 2,392,070 人民币普通股 2,392,07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685,339 人民币普通股 1,685,339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1,221,799 人民币普通股 1,22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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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0,243 人民币普通股 1,040,243 

上海珏朔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珏朔惊帆多策略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7,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988,463 人民币普通股 988,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郝忠礼先生与

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

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宋永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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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82.79 20,400.89 -82.44%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回到期后的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3,829.66 1,479.99 158.76% 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预付产品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672.78 5,094.56 50.61% 主要原因是公司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223.74 2,190.77 184.09% 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6,035.88 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票据 1,343.92 3,208.10 -58.11% 主要原因是公司应付票据业务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525.14 2,396.48 -36.36% 主要原因是公司应交所得税较年初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59.81 2,944.01 -67.40%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报告期内偿还部分贷款所致。 

租赁负债 5,245.31 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0.00 272.14 -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 56,002.54 37,287.09 50.19% 主要原因是公司持续开拓国内国外市场,收入规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3,746.50 28,150.17 55.40%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对应营业成本增

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89.12 102.00 183.46%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业务发展情况稳定，纳税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950.39 528.29 79.90%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286.07 868.11 -67.05%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产生的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38.89 -135.55 497.55%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92.20 194.70 -250.08%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账计提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81.41 -162.39 504.36%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9.27 122.57 -67.96%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的疫情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1.80 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报告期内对部分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产生

报废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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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分析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97.58 1,390.16 115.63%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随着业务的稳定发展，从而支付的

税费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3,314.72 849.24 3822.90%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收回到期的理财业务相较去年同期

有所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6.88 14.70 830.91%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理财业务收益相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413.47 2,757.57 168.84%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296.84 863.76 1786.73%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理财业务相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0.00 6,909.25 -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承兑汇票贴现融资业务相较

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165.38 4,185.59 238.43%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39.92 725.70 -80.72%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利息支出相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35.42 6,295.14 -70.84%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相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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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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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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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5.35 

2021 年 01

月 28 日 

2021 年 03

月 29 日 
 325.35 325.35  0  -2.22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4.68 

2021 年 01

月 28 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324.68 324.68  0  2.31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5.54 

2021 年 02

月 05 日 

2021 年 05

月 04 日 
 325.54  -3.03 322.51 0.17%  

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5.06 

2021 年 02

月 05 日 

2021 年 04

月 06 日 
 325.06  -3.51 321.55 0.1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50.74 

2021 年 02

月 18 日 

2021 年 05

月 18 日 
 650.74  -6.39 644.35 0.3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52.22 

2021 年 02

月 18 日 

2021 年 06

月 18 日 
 652.22  -4.91 647.31 0.35%  

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1,320 

2021 年 02

月 20 日 

2021 年 05

月 19 日 
 1,320   1,320 0.71%  

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60 

2021 年 02

月 20 日 

2021 年 04

月 19 日 
 660   660 0.3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52.02 

2021 年 02

月 26 日 

2021 年 06

月 25 日 
 652.02  -5.11 646.91 0.35%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49.21 

2021 年 02

月 26 日 

2021 年 04

月 28 日 
 649.21  -7.92 641.29 0.3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5.09 

2021 年 03

月 01 日 

2021 年 06

月 01 日 
 325.09  -3.48 321.61 0.1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24.57 

2021 年 03

月 01 日 

2021 年 05

月 06 日 
 324.57  -4 320.57 0.17%  

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否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330 

2021 年 03

月 12 日 

2021 年 05

月 12 日 
 330   330 0.18%  

合计 6,864.48 -- -- 0 
6,864.

48 
650.03 -38.35 6,176.1 3.31% 0.0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 年 04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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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 年 0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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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在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金融衍生

品投资合约汇率和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和利率的差异将产生投资损益。  

2、信用风险：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存在一方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3、延期交割风险：公司根据现有业务规模以及回款期进行收汇预测。实际经营过程中，市场情况可

能会发生变化，将会导致该公司业务规模、回款期和预测有偏差，产生延期交割风险。  

4、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

及时、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交易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5、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二、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策略  

1、公司应选择结构简单、风险可控、流动性强的金融衍生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规避和防范汇率

风险和利率风险。  

2、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和金融衍生产品，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

交易业务，最大程度降低信用风险。  

3、为防止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

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严格执行金融衍生品业务操作流程和审批权限，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岗位责任，严格遵守在授权

范围内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关人员素质，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5、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管理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6、设专人对持有的金融衍生品合约持续监控，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或导致发生重大

浮盈浮亏时及时报告公司决策层，并及时制订应对方案。  

7、公司审计部定期对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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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根据期末汇率和锁定汇率的差进行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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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

情况的专项意见 

由于公司营业收入中外销占比较大，结算币种主要为美元及部分其他外汇。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汇率和利率的波动产生的汇兑和利率损失，将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从长期来

看，公司及子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减少因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波动

频繁带来的汇兑损失和财务费用，降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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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0]1627 号文《关于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7,373,312.00 股,总募集资金为 651,499,2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0)第 000040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03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191.79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人民币 37,000 万元，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为 12,790.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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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7.51 3,582.79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8,000 3,000 0 

合计 19,497.51 6,5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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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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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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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