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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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耿立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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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230,680.67 1,983,537,035.47 6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009,811.74 334,552,715.62 -1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6,009,521.50 336,526,313.84 -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5,028,585.93 510,611,919.66 1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7.0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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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2,521,786.11 15,729,293,585.91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51,163,127.40 6,233,484,433.2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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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2,7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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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6,0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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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344.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191.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5,084.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1,566.05  

合计 -4,999,70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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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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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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40% 283,929,184 0   

北京融元宝通资

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9% 68,754,835 0 冻结 10,669,513 

新疆天邦鸿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2% 62,580,733 0   

新疆畜牧科学院 国有法人 2.65% 28,499,744 0   

新疆天达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21,830,000 0   

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1.13% 12,103,800 0   

天康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第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59% 6,363,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8% 6,192,211 0   

上海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上海信
其他 0.34% 3,70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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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金珀”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XF1503） 

王香配 境内自然人 0.33% 3,5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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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283,929,184 人民币普通股 283,929,184 

北京融元宝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754,835 人民币普通股 68,754,835 

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2,580,733 人民币普通股 62,580,733 

新疆畜牧科学院 28,499,744 人民币普通股 28,499,744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1,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30,000 

朱文涛 12,1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3,800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

工持股计划 
6,36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3,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92,211 人民币普通股 6,192,211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信

托“金珀”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XF1503） 

3,706,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06,000 

王香配 3,5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公司。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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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696,456.20        20,275,610.00  -47.24% 主要系公司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489,977,768.82         319,881,376.70  53.17% 主要系制药业务进入销售期，政采苗销售结算模

式变化导致应收账款上升。 

其他应收款      381,164,136.27          87,971,650.90  333.28% 主要系公司转让房产业务采取分期收款方式所

致。 

使用权资产      292,197,824.49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新增使用权资产所

致。 

应付票据       47,700,000.00         107,700,000.00  -55.71% 主要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完成承兑所致。 

合同负债      923,513,057.10         600,678,151.08  53.75% 主要系公司农产品业务采用预售模式导致预收货

款上升。 

应交税费       24,232,647.52          16,302,966.70  48.64% 主要系公司应税业务收入上升所致。 

租赁负债 254,280,507.35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67,000,000.00         327,000,000.00  134.56% 主要系银行贷款从长期借款转至一年内到期的借

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339,230,680.67       1,983,537,035.47  68.35%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及产品销售价格上升，

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566,093,399.28       1,366,933,380.22  87.73%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规模扩大，成本结转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152,881,230.63          69,055,039.20  121.39%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销售业务费用及运输

费相应增加，且上年同期为疫情期间销售活动减

少，导致上年同期销售费用较低。 

管理费用      185,889,921.05         101,730,389.89  82.73% 主要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人员费用增长及增加

股份支付摊销费用。 

其他收益        5,766,068.36         3,765,643.76  53.12% 主要为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701,587.34        -3,630,307.35  587.61% 主要系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及参股

公司本期利润上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5,020,071.04       -16,559,388.08  111.48% 主要系公司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本期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843,938.13 5,294,011.26 161.50% 主要为公司设立的制药公司，该公司享受的所得

税政策税率较上年同期提高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85,028,585.93      510,611,919.66  14.57% 主要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收入增加导致回款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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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期上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0,175,569.00       -18,897,425.16  -1065.11% 主要系公司对饲料及养殖业务投资规模增大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83,151,019.49      -208,493,509.37  -179.7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较好归还贷款较上年

同期增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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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12月30日披露《天康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详见刊登于2020年12月30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收到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兵国资发

[2021]3 号）。（详见刊登于2021年1月19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获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批复的公告》）。 

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详见刊登于2021年1月20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披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10380）。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详见刊登于2021年2月22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公司于2021年3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210380 号）。（详见刊登于2021年3月6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

告》及《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详见刊登于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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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 

《关于获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批复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获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相关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3）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4）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受理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1）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8）、《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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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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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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公

司 

非关联

方 
否 

豆粕期

货 

1,084.9

6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1,084.9

6 
0 0  

1,191.4

2 
0.18% -42.87 

合计 
1,084.9

6 
-- -- 

1,084.9

6 
0 0  

1,191.4

2 
0.18% -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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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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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者所

需的原材料，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业务经营，在材料

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风险

及应对措施如下：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应对措施：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建立了专业的期货团队，定

期对市场价格走势进行预判和监控，严格控制期货头寸，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

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同时加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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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管理制度规定执行。 

（3）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

不完善造成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严格按照《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安排和使用

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

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

程序。 

（5）会计风险：公司期货交易持仓的公允价值随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公司财务报表带

来的影响，进而影响财务绩效。 

应对措施：公司将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合理进行会计处理工作。 

（6）技术风险：从交易到资金设置、风险控制，到与期货公司的联络，内部系统的稳

定与期货交易的匹配等，存在着因系统崩溃、程序错误、信息风险、通信失效等可能

导致交易无法成交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选配多条通道，降低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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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衍生品投资品种是国内期货市场上的主流交易品种，交易品种市场高度透明，成

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价格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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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

算处理。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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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2201号）的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尾款人民币

14,500,000.00元后，截至2017年12月28日，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985,500,000.00

元。再扣除保荐费首付款、债券登记费、律师费、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

币3,949,6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1,550,400.00元，该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希格玛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希会验字[2017]0120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5,846.91万元，其中：报告期内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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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505.56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1,813.17万元，其中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111.90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4,516.26万元，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中。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550.00 报告期内投

入募集资金

总额 

3,505.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75,846.9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5,422.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09%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高新区北区制

药工业园二期

工程 

变更 35,422.00 — — — — — — 

兽用生物安全

三级防护升级

改造项目 

变更 — 16,722.00 886.63 11,351.68 67.88% 90.00% 不适用 

甘肃永昌猪场

一期项目 

变更 — 9,000.00 291.64 8,380.04 89.87% 100.00% 是 

河南汝州大程

猪场一期项目 

变更 — 9,700.00 1190.01 7,812.43 68.27% 68.27% 不适用 

天康原种猪猪

场项目 

未变更 8,587.00 8,587.00 3.48 8,061.35 93.84% 100.00% 是 

中盛天康猪场

项目 

变更 20,000.00 10,000.00  148.89 7,564.36 74.15% 100.00% 是 

新疆芳草湖农

场现代化生猪

繁育场建设项

目 

变更 — 10,000.00 902.35 5,129.95 42.28% 100.00% 是 

龟山分场项目 未变更 7,000.00 7,000.00 0 6,834.77 97.64% 100.00% 是 

三桥分场项目 未变更 7,000.00 7,000.00 5.52 3,269.88 46.63% 100.00% 是 

五里镇分场项

目 

未变更 8,000.00 8,000.00 0.02 7,695.8 96.20% 100.00% 不适用 

三门闸分场项

目 

未变更 8,000.00 8,000.00 0 7,854.23 98.18% 100.00% 是 

公司信息化建

设项目 

未变更 5,991.00 5,991.00 77.02 1,892.42 31.59% 31.5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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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100,000.00 100,000.00 3,505.56 75,846.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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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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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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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