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2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2半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半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

额

2022年半年度
期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2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22年半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
往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
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22年半年度
期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云浮筠顺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应收款 2.00                -                      -                  -                  2.00                商品销售 经营性占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益康生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74              17.90                  -                  28.64              -                  商品销售 经营性占用

小计 12.74                                17.90                     -               28.64 2.00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肇庆市鼎湖温氏乳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88.63                 444.70                     -             498.48               34.86 商品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龙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488.12            31,281.72                     -        31,330.10        50,439.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835.78            18,793.71                     -        15,288.28        24,341.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61.42            10,289.42                     -          5,082.27        49,168.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198.06            15,143.71                     -        12,643.87        45,697.9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敖汉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131.70              6,000.40                     -          5,554.64        22,577.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巴中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835.41            13,144.92                     -        12,482.93        33,497.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巴中温氏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51.80              2,224.08                     -          2,368.76          6,507.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保定国农温氏种猪育种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4.52                 143.60                     -               88.81          4,449.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377.94                 332.24                     -             163.18        25,547.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票温氏康宝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281.62                   96.79                     -                 4.72          7,373.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075.55            10,472.29                     -          8,865.54        17,682.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票温氏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82.08              4,375.88                     -          2,483.91          3,074.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宾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24.14              7,857.29                     -          6,663.38          5,418.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滨海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486.03            24,947.96                     -        23,483.87        32,950.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亳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755.40            30,848.75                     -        26,774.03        56,830.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亳州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39.11            25,200.09                     -        25,409.42          7,429.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亳州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1.10                     5.10                     -                 0.05             746.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博罗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710.17              3,344.69                     -          1,815.84          8,239.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苍梧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02.72              9,074.59                     -          7,461.86        12,415.4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苍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368.08            19,976.38                     -        16,171.51        67,172.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沧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136.34              9,756.11                     -          8,594.63        24,297.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沧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963.08            10,268.92                     -        11,436.53          8,795.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常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31.80            16,584.52                     -        17,213.39          2,502.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茌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434.70              2,314.79                     -          2,044.59        20,704.9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赤峰市松山区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829.24            14,206.65                     -        10,654.01        46,381.8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赤峰元宝山区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970.23            24,843.11                     -        23,394.59        49,418.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赤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67.56                 352.34                     -                 1.01          1,418.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崇左江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126.92                 199.22                     -               47.22        17,278.9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崇左江洲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132.63                 128.69                     -               21.62          9,239.7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崇左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884.79            23,555.14                     -        22,790.51        25,649.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滁州华农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914.13              2,426.26                     -          2,490.11        24,850.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滁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561.21            48,595.98                     -        47,289.00        36,868.1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滁州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22.50                   49.10                     -                 0.01          1,171.6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大余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210.43            29,134.50                     -        27,940.38        41,404.5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2022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道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015.57            13,398.31                     -        12,313.85        48,100.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德阳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7,734.26                     -        17,420.68             313.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德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410.21            11,955.15                     -          9,085.82        42,279.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定襄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367.49            12,134.38                     -        11,785.91        36,715.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定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022.60            10,645.81                     -        11,557.41        37,110.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2                         -                     -                     -                 5.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799.79              8,155.80                     -          7,290.73        23,664.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96.93              2,000.16                     -          3,900.17          4,096.9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466.12              1,102.07                     -             689.52        23,878.6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台康泰养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9.11                 112.88                     -                     -             701.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房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0.89                         -                     -                     -             900.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202.68            26,031.27                     -        23,963.67        24,270.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佛冈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151.15            16,964.80                     -        15,968.82        29,147.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福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354.22            18,220.75                     -        17,725.87        47,849.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富川广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524.25            30,468.90                     -        32,614.65        51,378.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赣州温氏晶鸿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962.47            22,165.94                     -        21,903.17          9,225.2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公主岭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579.52            11,004.96                     -          7,102.80        31,481.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珙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451.34            20,657.07                     -        17,114.29        65,994.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关岭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1.22                         -                     -                     -             191.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冠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300.82              8,591.22                     -          7,193.26        52,698.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灌南温氏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435.75            28,944.70                     -        16,190.81        59,189.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灌云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350.40            13,445.36                     -          9,961.56        24,834.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大渔生物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49.74                   38.24                     -                 4.41             983.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276.77              1,994.26                     -          5,938.66        15,332.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同茂富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76                         -                     -                     -               19.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627.24            65,337.12                     -        76,691.75          4,272.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佳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2.59                 903.47                     -             202.81          1,023.2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69.87            13,745.26                     -        15,686.29          4,928.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南方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955.69            22,914.73                     -        16,739.07        33,131.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60.87              6,858.80                     -          5,568.88          7,850.7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1,954.81                     5.47                     -        47,000.00      294,960.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85.50                 791.80                     -             220.20          1,457.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16.58              2,883.75                     -        13,414.33          5,38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中芯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                   53.81                     -                     -               93.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505.42            13,789.63                     -        14,391.06        12,904.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州温氏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61.45                 803.38                     -             687.10          1,077.7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贵州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304.93              4,367.76                     -          6,207.54        18,465.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桂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064.15            16,299.42                     -        14,411.87        28,951.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桂林温氏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0.09                         -                     -                     -             210.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汉川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89.09            18,541.26                     -        19,904.08             326.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汉川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48.77              8,032.71                     -          4,964.65        18,316.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合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894.87            64,195.92                     -        62,739.04        18,351.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合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388.77            17,542.94                     -        16,797.48        40,134.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合江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71.94                     1.00                     -                     -          1,172.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河北温氏晶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95.74                   10.31                     -                 0.31          1,305.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河源市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5.41            70,823.92                     -        71,077.16             282.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河源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32.16            19,543.03                     -        19,134.45          7,240.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贺州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846.71            20,347.31                     -        19,159.08        31,034.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洪湖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642.15              3,841.83                     -          3,244.05        28,239.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洪湖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776.98              2,578.26                     -          2,053.60        10,301.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湖州南浔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04.61            27,303.32                     -        25,460.10          7,547.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湖州南浔温氏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76.96            23,810.84                     -        23,924.10          1,763.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化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77.85                   80.43                     -               10.89          1,747.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怀集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85.43            19,038.85                     -        17,140.96          6,383.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淮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226.66            58,188.96                     -        58,827.27        46,588.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淮安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08.45              8,877.52                     -          9,447.04          3,738.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淮安温氏晶诚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50.04            14,465.90                     -        10,436.75        17,379.1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黄骅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19.54                 117.23                     -                 1.46          2,135.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黄骅市温氏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21.13                 410.97                     -                 8.10          4,724.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会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33.28                 290.21                     -                     -          1,423.4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会泽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410.51            20,750.26                     -        19,069.90        35,090.8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吉安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49.02            11,980.44                     -        13,960.99          3,068.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吉安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392.80            21,735.22                     -        20,778.20        30,349.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监利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177.12            27,350.64                     -        19,639.85        56,887.9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监利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08.80            19,868.30                     -        18,702.01          4,275.0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监利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36.15                     2.35                     -                 0.43          1,138.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犍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66.44                 324.64                     -                     -          3,291.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建平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234.96            10,648.17                     -          5,829.25        32,053.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建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418.36            34,228.80                     -        28,499.71        63,147.4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287.16            43,780.48                     -        41,479.02        34,588.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淮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4,216.57            12,911.19                     -          9,532.65        67,595.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淮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689.95            16,192.99                     -        10,418.09        60,464.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永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788.09            43,508.96                     -        45,856.68        42,440.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永温氏晶鲜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93.26                 802.01                     -             205.00          9,690.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将乐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379.86              8,986.94                     -          8,122.36        20,244.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揭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60.56            16,361.94                     -        16,204.18          6,118.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金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747.33              8,983.79                     -          8,867.03        20,864.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进贤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317.15            26,113.58                     -        25,342.89        22,087.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靖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505.74            16,938.87                     -        15,615.14        39,829.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191.12            41,534.60                     -        44,640.43        46,085.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平市温氏禽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4.67              1,435.68                     -          1,553.28             277.0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平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48.68            31,413.69                     -        32,645.99             416.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原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6.12                     0.10                     -             118.83             687.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871.84              6,752.88                     -          5,602.41        33,022.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莱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721.18              7,881.82                     -          6,071.54        37,531.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蓝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452.50              9,165.51                     -          9,597.92        20,020.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乐陵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411.20              3,901.63                     -          1,863.04        41,449.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耒阳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99.08            22,543.71                     -        24,874.49          5,168.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黎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150.87            10,672.34                     -          7,759.99        17,063.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连云港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704.32            50,289.35                     -        45,627.30        27,366.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连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641.22            18,203.00                     -        19,013.29        40,830.9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林西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91.36              1,908.30                     -             226.81        15,072.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灵宝温氏禽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766.64            11,644.39                     -        10,391.98        17,019.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灵璧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654.82            12,682.28                     -          6,580.71        48,756.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凌海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295.16              4,740.88                     -          4,308.73        14,727.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凌源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78.72                   18.15                     -                 4.00          3,192.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六盘水市钟山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99                         -                     -                     -               63.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龙江温氏穗丰粮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19.81                   85.82                     -                     -          1,405.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龙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623.06              6,190.53                     -          6,798.54        19,015.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龙岩永定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4.17                         -                     -                     -             664.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陆川县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923.06            16,869.94                     -        17,625.90          5,167.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罗定广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477.19            11,304.05                     -        11,749.77          8,031.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麻江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572.52            13,123.68                     -          9,708.65        38,987.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眉山温氏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86.46              2,914.53                     -          3,267.63          4,933.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蒙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865.30            16,715.66                     -        16,001.68        16,579.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弥勒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334.88            53,450.27                     -        49,831.79        37,953.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弥勒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181.75            14,542.71                     -        15,231.92          4,492.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冕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2.15                 180.19                     -               21.94          2,340.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纳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703.47              9,004.27                     -          6,800.29        35,907.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纳雍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51              2,512.73                     -          1,914.73             709.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充市高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581.01            11,121.19                     -          9,959.92        44,742.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046.69            10,103.53                     -        10,167.07        22,983.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宁市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562.17            26,306.08                     -        26,067.92          6,800.3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宁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18.77                   10.57                     -               79.79          1,149.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皮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598.04            13,129.74                     -        11,813.88        49,913.9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雄市温氏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411.30            13,196.52                     -        12,561.45        17,046.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城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044.25            16,391.95                     -        11,471.76        74,964.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61.99                     5.70                     -                 1.39          1,866.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乡广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150.79            43,848.30                     -        40,452.55          9,546.5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3,067.78            31,348.23                     -        27,347.18        77,068.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603.36            10,163.67                     -        10,340.76        35,426.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71.29              1,538.19                     -          3,714.45          7,895.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平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848.48            17,308.22                     -        17,392.64        16,764.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莆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38.00            12,328.53                     -        13,107.58          3,558.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祁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39.71              6,528.01                     -          6,312.90          9,254.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祁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657.72            12,097.03                     -          9,538.94        24,215.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铅山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480.82            12,544.83                     -        11,790.89        27,234.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清远市清新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749.05            17,814.19                     -        18,149.47        34,413.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清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113.42              3,881.44                     -          3,779.00        15,215.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清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55.36            22,872.46                     -        21,024.61          3,103.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琼海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57            36,691.02                     -        32,966.80          4,024.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市马龙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556.72              9,913.87                     -        10,588.43        27,882.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市沾益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3,650.68            52,597.03                     -        45,264.73        70,982.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渠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11.77              6,563.67                     -          5,471.30          4,804.1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73.49            30,444.16                     -        34,037.43               80.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仁化温氏新养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485.94            11,301.51                     -        12,288.41        18,499.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荣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8.98              3,124.24                     -          3,116.28             756.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芮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190.86            35,882.42                     -        33,042.51        40,030.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山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693.39              1,555.03                     -             655.12        35,593.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温氏晶晨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90.03              4,119.18                     -          3,512.04          2,197.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韶关市曲江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966.22            22,212.89                     -        21,092.64        35,086.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莘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126.98              8,602.54                     -          4,675.50        38,054.0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深圳市温氏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78.18                 273.04                     -             199.43          5,551.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嵊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59.85            13,209.15                     -        14,741.64          4,227.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师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0,205.28            22,666.36                     -        18,929.42        73,942.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石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7.61            31,716.65                     -        30,755.44          2,048.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石阡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15                         -                     -                     -             439.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寿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067.91            20,816.79                     -        13,442.14        62,442.5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水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763.82              2,968.41                     -          3,839.06        24,893.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思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869.53            17,183.68                     -        15,564.31        26,488.9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四会市温氏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5.51                 250.40                     -               25.41          1,560.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泗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777.44              3,697.83                     -          2,512.68        14,962.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松滋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828.70            17,741.55                     -        12,248.19        59,322.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苏州吴中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99.91              2,569.54                     -               61.75        12,107.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宿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370.04            14,005.15                     -        10,893.13        32,482.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泰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634.35            26,404.34                     -        30,231.07        20,807.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天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429.74                 838.73                     -               69.79        22,198.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2.71                     0.55                     -                     -          1,003.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铜仁市万山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58.91                     8.94                     -             480.02             787.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潼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253.27            27,614.76                     -        28,153.75        45,714.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团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463.01              6,278.35                     -          3,471.69        22,269.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万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63.00              4,192.70                     -          3,786.33          2,869.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万荣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556.75              9,111.91                     -          7,480.22        30,188.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望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561.89            16,122.70                     -        17,656.05        19,028.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温氏（朝阳）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502.04            28,546.98                     -        26,233.55        23,815.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6,969.35            17,000.00                     -                     -        93,969.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无棣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598.12              1,445.20                     -             393.48          9,649.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无为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347.15            17,239.12                     -        15,660.74        24,925.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芜湖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59                   32.13                     -               33.93               85.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吴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91                   24.21                     -                 0.06             135.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梧州市龙圩区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72.84              6,902.20                     -          6,343.50        10,831.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梧州市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37.61                 534.27                     -             403.31        13,368.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梧州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234.25              3,556.50                     -          2,155.48          8,635.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武冈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711.57            10,636.04                     -          9,912.90          7,434.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武汉科隆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50                 126.92                     -             147.61               60.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武汉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30.28            12,336.25                     -        12,645.26          3,221.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宁市贺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432.05            28,187.26                     -        25,075.48        32,543.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183.62            27,569.55                     -        25,536.19        35,216.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宁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577.12            18,476.15                     -        16,810.99        16,242.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宁温氏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733.34              1,954.66                     -          2,099.51          3,588.4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980.34            20,959.55                     -        18,452.07        22,487.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阳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38.07              1,893.80                     -             786.22        11,945.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献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33.05            11,541.96                     -          8,195.97        43,379.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湘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79.54                   41.00                     -             355.00          4,565.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祥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77.56            19,157.73                     -        22,582.36             152.9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响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6,556.64            30,683.37                     -        21,692.19        65,547.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孝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19.31            11,053.59                     -          7,234.32          8,238.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忻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51.25              2,777.12                     -          2,210.79          4,217.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443.67              5,053.83                     -          2,508.08        34,989.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401.27            12,311.52                     -        11,828.58        32,884.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大华农禽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53.88              1,372.44                     -          1,233.63             892.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33.17                   59.33                     -               45.82          2,646.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国研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7.18              2,797.85                     -          2,519.25             515.7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晶品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27                     4.99                     -                     -               50.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温氏慧农猪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2.57                   71.26                     -               62.59             291.2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698.46            49,787.36                     -        49,788.10        17,697.7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温氏荣康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35.59            18,770.45                     -        19,263.54        10,542.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鸭先生家禽养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2.01              6,265.52                     -          5,751.22          1,446.3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信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214.86            21,798.08                     -        19,967.33        21,045.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兴化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394.29              9,266.76                     -          2,883.65        40,777.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徐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900.37            20,037.65                     -        11,902.55        96,035.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旬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304.27            14,266.29                     -        12,740.81        34,829.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685.85            70,397.78                     -        69,496.04        19,587.5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城温氏佳和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718.14            20,656.98                     -        18,895.38          9,479.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224.15            17,103.33                     -        16,835.14        22,492.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984.32            19,857.59                     -        17,017.30        31,824.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春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585.53            32,743.66                     -        27,432.90        65,896.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春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4.55                   11.48                     -                     -             236.0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江市阳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219.70            22,638.10                     -        21,780.21        27,077.5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005.39            19,054.26                     -        16,440.48        48,619.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山温氏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57.10              1,970.52                     -          2,419.52          9,408.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西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187.10            44,968.97                     -        48,135.33        16,020.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伊通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991.84              7,320.55                     -          7,358.00        21,954.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仪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828.22            23,506.82                     -        23,119.81        29,215.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宜章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84                     0.10                     -                 0.06                 6.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义县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634.61              2,126.18                     -             570.00        29,190.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英德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331.94            41,031.26                     -        39,064.87        54,298.3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英德温氏鸽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94.11              1,569.58                     -          1,770.46          4,193.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英德温氏禽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168.76            35,214.66                     -        32,046.63        21,336.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营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688.28              9,056.40                     -          7,123.96        22,620.7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4,878.11            10,841.75                     -          7,003.47        38,716.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819.40            19,032.99                     -        14,459.52        45,392.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州冷水滩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69.26                 304.37                     -                 6.89          6,966.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816.22            38,692.16                     -        34,677.79        50,830.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5,739.54            20,363.97                     -          8,174.99      107,928.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余庆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565.17            16,649.92                     -        16,429.81        41,785.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禹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772.83              1,584.56                     -             695.71        17,661.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玉屏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203.85            28,922.97                     -        22,988.44        64,138.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玉屏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75.86              1,558.95                     -          1,613.66             821.1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郁南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9.00                   13.00                     -                 1.50             560.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郁南县平台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34.67            12,031.16                     -        12,953.72          4,912.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垣曲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238.87            12,420.11                     -          8,410.94        33,248.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云浮市南江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52.77                   38.52                     -                     -          5,091.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云浮市云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16.19            23,569.14                     -        24,471.22        14,114.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云南温氏晶华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11.35                   25.88                     -               60.00          1,977.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运城温氏晶志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08.30                     7.01                     -                 1.13          1,314.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漳州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146.26            42,870.87                     -        46,369.49          4,647.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长子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932.86            10,547.09                     -          5,924.30        27,555.6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诏安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41.88              3,054.09                     -          1,999.69          4,596.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肇庆市高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82.83              6,143.98                     -          6,359.44             567.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中江仓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901.49            10,358.51                     -          8,743.64        31,516.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中山温氏晶宝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500.00                     -                     -          2,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垫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5.50                   29.90                     -               22.00               63.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丰都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48.85              9,686.14                     -          8,784.48          1,450.5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江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30.52                 107.53                     -                     -          1,938.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开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8.78                   38.71                     -                     -             867.4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荣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04.35                 535.21                     -                 9.26          4,130.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石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78.23                   63.24                     -                     -          1,041.4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1.47                   19.39                     -                 4.00             466.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588.97              9,422.33                     -          6,086.02        34,925.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邹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24.82              6,811.10                     -          4,887.93        17,147.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遵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934.16            13,047.96                     -          6,853.39        57,128.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遵义温氏晶黔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11.05                   13.62                     -                     -          2,124.6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朝阳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11.25              4,148.08                     -          5,259.33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进贤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8,826.22                     -          8,826.22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86.04              8,828.08                     -        11,214.11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四会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14.42            10,263.72                     -        11,278.14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翁源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2.45                         -                     -             132.45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内蒙古康健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0.00                         -                     -                     -          1,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鹏福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753.43                         -                     -                     -          6,753.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蛋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6                         -                     -                     -                 0.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城温氏蛋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8.82                         -                     -                     -          1,338.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龙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14.18                         -                     -                     -          2,314.1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32.81                         -                     -                     -          3,032.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01                         -                     -                     -               81.0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安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38                         -                     -                     -               46.3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敖汉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3.64                         -                     -                     -             753.6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巴中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7.59                         -                     -                     -             497.5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票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51.23                         -                     -                     -          2,451.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北票温氏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3.12                         -                     -                     -             393.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宾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12                         -                     -                     -               31.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滨海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9.59                         -                     -                     -          1,259.5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亳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15.46                         -                     -                     -          4,815.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亳州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49.71                         -                     -                     -          4,749.7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苍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26.63                         -                     -                     -             726.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沧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4.56                         -                     -                     -             734.5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沧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39.37                         -                     -                     -          2,339.3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常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72.39                         -                     -                     -          3,672.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朝阳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75                         -                     -                     -             155.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茌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1.40                         -                     -                     -             771.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赤峰市松山区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6.41                         -                     -                     -             396.4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滁州华农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9.19                         -                     -                     -          1,089.1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滁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130.79                         -                     -                     -          7,130.7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德阳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1.73                         -                     -                     -             881.7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德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5.95                         -                     -                     -          1,025.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定襄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6.04                         -                     -                     -          1,156.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定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1.01                         -                     -                     -             171.0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6.40                         -                     -                     -          1,106.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54                         -                     -                     -               32.5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54.90                         -                     -                     -          7,054.9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佛山市高明区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61.42                         -                     -                     -          2,261.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佛山市三水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54.66                         -                     -                     -          3,754.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福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56.63                         -                     -                     -          1,656.6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赣州温氏晶鸿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50.62                         -                     -                     -          6,650.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高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冠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3.55                         -                     -                     -             103.5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灌云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7.51                         -                     -                     -             217.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0.62                         -                     -                     -             920.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大华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3.08                         -                     -                     -        10,003.0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广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7.83                         -                     -                     -             367.8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贵州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76.99                         -                     -                     -          1,076.9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汉川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72.95                         -                     -                     -          2,672.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合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790.23                         -                     -                     -          5,790.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合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80.22                         -                     -                     -          4,680.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洪湖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77                         -                     -                     -             144.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湖州南浔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27.46                         -                     -                     -          2,627.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湖州南浔温氏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52                         -                     -                     -             102.5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淮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44.69                         -                     -                     -          5,844.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淮安温氏晶诚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00.00                         -                     -                     -          3,5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会泽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0.95                         -                     -                     -             600.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吉安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50.11                         -                     -                     -          3,550.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监利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07.46                         -                     -                     -          3,407.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建平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4.44                         -                     -                     -             384.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建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43.89                         -                     -                     -          1,743.8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50.61                         -                     -                     -          4,250.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97.06                         -                     -                     -          3,697.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淮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3.57                         -                     -                     -             803.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淮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4.49                         -                     -                     -          2,204.4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永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30.67                         -                     -                     -          6,830.6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江永温氏晶鲜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64.57                         -                     -                     -          1,464.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将乐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77.80                         -                     -                     -          1,177.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金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6.84                         -                     -                     -             456.8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进贤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75.57                         -                     -                     -          3,175.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靖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2.62                         -                     -                     -             622.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平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241.44                         -                     -                     -          8,241.4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开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6.61                         -                     -                     -             516.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莱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7.21                         -                     -                     -             217.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蓝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70                         -                     -                     -             200.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黎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24                         -                     -                     -               37.2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连云港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74.11                         -                     -                     -          5,274.1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林西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5.51                         -                     -                     -             515.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灵璧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27.80                         -                     -                     -          1,727.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凌海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6.66                         -                     -                     -             236.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龙江温氏穗丰粮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3.21                         -                     -                     -             203.2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罗定广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9.39                         -                     -                     -             809.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麻江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50.58                         -                     -                     -          1,050.5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眉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71.51                         -                     -                     -          2,771.5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蒙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09                         -                     -                     -             188.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弥勒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910.36                         -                     -                     -             910.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弥勒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3.46                         -                     -                     -             333.4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充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9.05                         -                     -                     -             379.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充市高坪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32                         -                     -                     -             144.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京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65.76                         -                     -                     -          2,165.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976.75                         -                     -                     -             976.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南皮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62.06                         -                     -                     -          2,762.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916.95                         -                     -                     -             916.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4.29                         -                     -                     -             834.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宁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4.75                         -                     -                     -             444.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平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3.16                         -                     -                     -          1,213.1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齐齐哈尔温氏粮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祁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6.74                         -                     -                     -             266.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祁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80                         -                     -                     -               46.8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清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6.86                         -                     -                     -             376.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清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43.62                         -                     -                     -          1,143.6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渠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1.25                         -                     -                     -             131.2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10.65                         -                     -                     -          3,210.6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市马龙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34                         -                     -                     -               36.3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市沾益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38.81                         -                     -                     -          8,438.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曲靖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85                         -                     -                     -               37.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芮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94.66                         -                     -                     -          5,994.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山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36.17                         -                     -                     -          3,836.1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莘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25                         -                     -                     -               32.2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嵊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04.42                         -                     -                     -          1,904.4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师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10.75                         -                     -                     -          2,710.7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石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80.09                         -                     -                     -          2,780.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寿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41.81                         -                     -                     -          3,141.8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水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93.48                         -                     -                     -               93.4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思南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2.78                         -                     -                     -             112.7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泗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1.06                         -                     -                     -             741.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松滋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79.39                         -                     -                     -          1,879.3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太仓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05.32                         -                     -                     -          5,905.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泰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51.45                         -                     -                     -          3,851.4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天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1.27                         -                     -                     -             181.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铜仁市万山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3.36                         -                     -                     -             153.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望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60.12                         -                     -                     -          3,860.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温氏（朝阳）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66.98                         -                     -                     -          4,566.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无为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28                         -                     -                     -             108.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芜湖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62.28                         -                     -                     -          4,462.2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梧州市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9.27                         -                     -                     -               79.2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梧州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5.43                         -                     -                     -             175.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武冈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10                         -                     -                     -               25.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咸阳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21.95                         -                     -                     -          4,921.9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献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04.70                         -                     -                     -          3,104.7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祥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49.85                         -                     -                     -          2,349.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响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641.94                         -                     -                     -          5,641.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孝昌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42.03                         -                     -                     -          3,442.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3.72                         -                     -                     -             363.7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田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6.09                         -                     -                     -             196.0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车岗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27.26                         -                     -                     -          4,927.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佳裕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1.14                         -                     -                     -             491.1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稔村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62.74                         -                     -                     -          7,562.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荣安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71.66                         -                     -                     -          5,871.6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温氏佳丰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02                         -                     -                     -             125.0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新兴县温氏荣康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5.78                         -                     -                     -             165.7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宿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76.16                         -                     -                     -          2,476.1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徐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37.12                         -                     -                     -          7,437.1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旬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4.61                         -                     -                     -             484.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32.90                         -                     -                     -          7,432.9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盐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33.26                         -                     -                     -          2,733.2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1.84                         -                     -                     -             641.8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阳西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34.05                         -                     -                     -          5,534.0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伊通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24.73                         -                     -                     -          1,424.7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仪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49.22                         -                     -                     -          6,349.2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义县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7.32                         -                     -                     -          1,217.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英德温氏禽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64.35                         -                     -                     -          1,364.3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3.84                         -                     -                     -          2,953.8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州冷水滩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6.00                         -                     -                     -             41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永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8.87                         -                     -                     -          1,708.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埇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3.77                         -                     -                     -          2,953.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余庆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4.36                         -                     -                     -             664.3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玉屏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7.43                         -                     -                     -          1,777.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垣曲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13                         -                     -                     -               27.1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云浮市云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5.40                         -                     -                     -             105.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运城温氏晶志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54.06                         -                     -                     -               54.0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长子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0.23                         -                     -                     -             650.2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镇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52.57                         -                     -                     -          2,852.5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中江仓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2.43                         -                     -                     -             462.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中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68.98                         -                     -                     -          2,268.98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钟山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24.30                         -                     -                     -          2,624.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51.86                         -                     -                     -          2,451.8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邹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5.76                         -                     -                     -          1,275.7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遵义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9.40                         -                     -                     -             629.4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6,305,933.14       3,822,486.12                     -   3,557,779.23   6,570,639.98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总计  -  -  -   6,305,945.88       3,822,504.02                     -   3,557,807.87   6,570,641.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