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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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阳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旭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金丽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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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77,783.46 136,004,982.75 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12,102.44 20,880,078.78 2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143,474.18 19,959,569.19 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3,434.02 -1,257,822.50 32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6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6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4.1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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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029,090.98 1,228,800,981.37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3,462,138.57 958,130,257.80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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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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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6,7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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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510.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277.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30,964.33  

合计 5,068,62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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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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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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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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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贵 境内自然人 8.86% 5,317,261 5,317,261   

汪贤玉 境内自然人 4.80% 2,879,000 2,879,000   

仇永生 境外自然人 3.76% 2,258,000 2,258,000   

涂永福 境内自然人 2.93% 1,760,577 1,760,577   

陈荣芳 境内自然人 2.63% 1,580,000 1,580,000   

关卫军 境内自然人 1.67% 1,000,000 1,000,000   

涂霞丹 境内自然人 1.55% 932,614 932,614   

尹美娟 境内自然人 1.53% 920,000 920,000   

郝炳炎 境外自然人 1.34% 802,568 802,568   

舟山浙科东港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800,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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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英 20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800 

周金辉 1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400 

法国兴业银行 1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00 

徐微微 1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300 

宋欣 10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200 

徐彬 1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 

张馨 1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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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泓富 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6,700 

王利萍 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陈阳贵与股东陈荣芳系夫妻关系，股东涂永福与股东涂霞丹系父子关系； 

2.股东陈阳贵与股东汪贤玉、仇永生、涂永福、陈荣芳、关卫军、郝炳炎系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关系外，上述其他股东无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周金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9,800 股，张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100,100 股，王利萍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6,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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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分析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3,832,771.31  69,359,845.27  -36.80% 主要系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期末备货支付现金所致。 

应收票据 2,246,750.00  5,164,237.88  -56.49% 
主要系列入《银行信用评级表》A类以下的应收票据

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44,344,287.65  30,628,583.79  44.78% 主要系市场销售规模较上年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967,158.14  24,246,870.49  -58.89% 主要系2021年3月末存货备货充足，预付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94,659.28  592,660.41  -33.41% 
主要系租赁合同到期，一次性收回租金减少其他应收

款所致。 

存货 106,098,261.58  69,835,902.21  51.93% 
主要系主要原材料价格呈上涨趋势，期末备货库存增

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95,406.32  1,909,368.07  -95.00% 
主要系联营企业浙江浙江丛晟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收回投资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54,571.36  3,938,029.63  -88.46% 
主要系租赁合同到期，公司将出租的厂房转为自用所

致。 

在建工程 79,569,684.92  135,665,044.75  -41.35% 
主要系子公司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转固

定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1,869,876.92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61,523.60  0.00  100.00% 主要系远期结汇期末未实现交易计提的损益所致。 

应交税费 2,106,083.86  4,560,973.92  -53.82%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税款在本季度缴纳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66,319.17  3,335,159.46  -68.03% 主要系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金额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1,691,580.46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利润表分析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6,677,783.46  136,004,982.75  29.91% 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销量较上期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8,401,677.11  100,040,094.98  38.35% 

主要系公司主产品销量较上期增加、主要原材料采购

价格有所上涨、相关社保费的缴纳不再享受疫情减免

政策及调增员工工资所致。 

管理费用 12,124,838.45  8,835,235.56  37.23% 
主要系调增员工工资、相关社保的缴纳不再享受疫情

减免政策等原因所致。 

财务费用 617,971.53  -52,423.07  1278.82% 
主要系子公司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转

固，利息费用停止资本化，计入利息费用所致。 

其他收益 7,660,946.85  4,735,694.55  61.77% 
主要系公司上市成功，本期收到“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奖

励资金”的政府补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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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939,976.79  75,392.92  1146.77% 
主要系公司结构性存款较上期增加，使得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02,506.55  -174,660.40  1189.26% 
主要系公司结构性存款较上期增加，期末根据同类型

理财产品的市场报价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2,622.99  -1,086,820.34  -85.04%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收款余额较上期末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200.46  137,033.30  -84.5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较

上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1,477.75  502,870.83  -71.87% 主要系上期因疫情影响，公司向政府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33,047.74  2,713,575.37  37.57%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分析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22,331,178.17  77,436,982.53  57.98%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销售回款较上

期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236,310.92  4,802,199.26  -53.43% 主要系本期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83,038,059.22  49,260,279.43  68.57% 主要系本期采购规模较上期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854,935.06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浙江浙江丛晟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销，收回投资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2,561.10  516.07  6209.43%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净收入较上期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0,560,448.02  40,277,224.07  174.50%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金额较上期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5,010,153.90  40,500,000.00  183.98% 主要系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0.00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现金流量良好，未发生新的银行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0.00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不存在到期归还的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91,000.00  249,248.48  137.11% 

主要系子公司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转

固，利息费用停止资本化，计入利息费用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00 660,377.36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IPO中介费，本期不存在相关费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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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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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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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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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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否 

远期结

汇 
590.51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590.51 3,561.20 590.51  3,561.20 3.62% -8.75 

合计 590.51 -- -- 590.51 3,561.20 590.51  3,561.20 3.62% -8.7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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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

交易操作，但金融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公司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

率或利率成本后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

控制机制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影响

公司现金流量情况，从而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金融衍生品业务期限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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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无法完全匹配。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通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但在实际执行过

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已操作的金融衍生

品延期交割风险。 

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

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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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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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与主业经营

密切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公司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汇

率波动的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能

够有效规范金融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金融衍生品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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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415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1,5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28.85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43,275.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38,269.69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报告期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48.04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年产2.5万吨碳酸钾和1.5万吨碳酸

氢钾项目”使用948.04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31,693.26万元（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募集资金银行账

户存储余额为2,243.26万元，其余29,4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银行建德支行用于购买结构性理财产品22,450.00万元、

在中国银行邵武支行购买理财款7,000.00万元，尚未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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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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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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29,450.00 29,450.00 0.0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000.00 8,000.00 0.00 

合计 37,450.00 37,4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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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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