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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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石聚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吕辉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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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666,497,643.75 6,424,519,593.12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5,597,447,121.25 3,402,127,853.55 64.5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382,729.29 -78.85% 2,737,464,026.86 -3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7,713,505.06 -562.56% 2,238,486,243.11 1,61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825,900.67 -68.43% -100,513,931.26 -23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606,601,339.04 -2,351.97% -281,148,793.48 -14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564.47% 4.4597 1,624.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564.47% 4.4597 1,62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43% 49.72% 45.79% 

说明：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 2020 年 6 月公司出售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郝姆斯”）100%股权，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去年同期剔除郝姆斯后，在口径统

一的情况下，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2、本报告期及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系 2020 年 6 月公司出售郝姆斯

100%股权，利润总额大幅增长，7 月缴纳企业所得税，导致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大幅增加所

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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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687,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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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11,472.6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323,694.23  

债务重组损益 -98,7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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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0,789.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38,165.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9,684,492.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36,822.77  

合计 2,339,000,17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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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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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聚彬 境内自然人 25.07% 129,289,218 96,966,913 质押 57,597,700 

杭州浩红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29% 47,895,200  质押 35,500,000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2.66% 13,74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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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法人 

张五须 境内自然人 2.14% 11,038,064    

石聚领 境内自然人 1.61% 8,283,200 6,212,4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1.45% 7,479,92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 1.20% 6,207,391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其他 0.76% 3,930,695    

彭崇勃 境内自然人 0.76% 3,918,000    

常国杰 境内自然人 0.73% 3,78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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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浩红实业有限公司 47,895,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95,200 

石聚彬 32,322,305 人民币普通股 32,322,305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13,742,564 人民币普通股 13,742,564 

张五须 11,038,064 人民币普通股 11,038,06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7,479,929 人民币普通股 7,479,92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6,207,391 人民币普通股 6,207,391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3,930,695 人民币普通股 3,930,695 

彭崇勃 3,9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18,000 

常国杰 3,785,416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16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3,721,521 人民币普通股 3,721,5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石聚彬是石聚领的哥哥，常国杰是石聚彬、石

聚领的姐夫。 

（2）除上述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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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9月末 2019年12月末 变动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1,833,014,305.24  535,216,510.86  242.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权

收到现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46,021,278.19  7,208,137.00  18,573.64% 主要系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21,219,591.87  407,745,611.34  -70.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1,311,841.06  39,318,546.44  208.54%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应收百事飲料(香港)有限公司的

尚未支付的暂扣款项所致 

存货 203,000,919.33  1,662,952,596.84  -87.79%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27,893,051.15  384,534,387.02  89.29% 主要系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 300,000,000.00  - - 主要系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30,000,000.00  - - 
主要系向北京晨壹并购基金（有限合

伙）缴付首期投资款所致 

固定资产 1,143,390,298.99  1,671,358,502.11  -31.59%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无形资产 123,307,636.57  229,222,861.26  -46.21%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短期借款 550,000,000.00  1,122,527,832.25  -5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114,885,047.98  1,326,692,835.26  -91.34%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预收款项 979,818.55  70,078,798.55  -98.60% 

主要系2020年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原

在预收账款列报的项目调整到合同负

债 

合同负债 60,773,060.38  - - 

主要系2020年适用新收入准则，将原

来在预收账款列报的项目调整到合同

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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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19,148,177.57  48,487,016.46  -60.51%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30,354,178.27 17,452,065.62 73.93%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企业所得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 45,304,550.00  -100.00% 主要系偿还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 13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153,777,668.35  117,647,088.25  30.71%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2,737,464,026.86  4,041,045,176.73  -32.26%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自2020年6月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投资收益 3,182,121,144.31  10,991,386.54  28,851.04%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权

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1,930,833.83  -4,326,565.65  -1,100.28% 
主要系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583,442.45  - -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存货滞

库，价值下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9,497,777.55  1,543,354.05  1,163.3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收回土地，取得

赔偿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652,170.10  5,183,602.84  163.37% 
主要系对外捐赠、非流动资产报废损

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783,234,751.97  39,801,586.89  1,867.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100%股

权，利润总额大幅增长，缴纳企业所

得税大幅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3,117,359,753.11  4,683,584,464.36  -33.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

100%股权，自2020年6月起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156,188.25  132,000.68  14,412.1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税局退税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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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884,902,241.08  204,553,892.18  332.60%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

100%股权，利润总额大幅增长，

缴纳企业所得税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65,223,009.84  - - 主要系公司收回理财资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8,296,222.32  256,650,108.49  -77.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投资

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29,300,962.29  5,332,294.39  66,087.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理财

投资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62,059,433.65  82,181.35  440,461.56%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郝姆斯

100%股权，支付相关费用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46,942,000.00  1,105,832,877.75  -50.54%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减少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94,720,545.00  817,953,437.00  58.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银行贷款

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91,811,300.57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回购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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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所持有的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出售郝姆斯 100%股权 2020 年 06 月 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11,300万股（含），不超过22,600万股（含），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低于21.91%、不超过43.83%。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是减

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回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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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来

源 

基金 
SJU04

8 

晨壹基

金 

130,00

0,000.

00 

公允

价值

计量 

0.00 0.00 0.00 

130,00

0,000.

00 

0.00 0.00 

130,00

0,000.

0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130,00

0,000.

00 

-- 0.00 0.00 0.00 

130,00

0,000.

00 

0.00 0.00 

130,00

0,000.

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20 年 08 月 05日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报告

期内

售出

计提

减值

准备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实

际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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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

名称 

始投

资金

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如

有） 

占公

司报

告期

末净

资产

比例 

益金

额 

郑州

商品

交易

所 

无 否 
红枣期

货 
463.93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09

月 30

日 

720.81    43.15 0.01% -83.06 

合计 463.93 -- -- 720.81 0 0  43.15 0.01% -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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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4 月 19日 

2020 年 04 月 25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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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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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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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

金直接或间接进行期货交易，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会批准的保证金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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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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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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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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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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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为红枣期货，是国内主要期货市场品种，市场透明

度大，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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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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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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开展红枣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降低

价格波动影响，更好地规避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减少价

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公司已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管理制度》，且具有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相匹配的自有资

金。我们同意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10%。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开展红枣和白糖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是为了降低价格波动影响，更好地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

风险，减少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公司已制定了《商品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且具有与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相匹

配的自有资金。我们同意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额度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10%。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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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元） 
213,492.59 -- 222,992.59 19,262.27 增长 1,008.35% -- 1,05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25 -- 4.44 0.38 增长 1,018.42% -- 1,068.42%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

系 2020 年 6 月公司完成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出售事项，获得了大

量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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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90,500 90,5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8,950 68,95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85,000 85,000 0 

合计 344,450 244,4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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