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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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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滕用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顺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上钦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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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47,184.86 330,439,262.56 2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03,627.39 21,769,405.05 -4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309,090.51 20,589,681.32 -4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757,746.10 16,524,182.35 6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0.0453 -4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0.0453 -4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2.72% -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80,286,475.52 1,352,942,852.64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8,611,374.07 835,448,188.7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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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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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493.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5,149.2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3,339.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7,542.49  

合计 1,494,53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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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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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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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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18.67% 89,760,000 0 质押 24,279,999 

滕用庄 境内自然人 9.41% 45,220,000 33,915,000 质押 31,654,000 

滕用严 境内自然人 8.84% 42,500,000 31,875,000 质押 24,500,000 

滕用伟 境内自然人 7.99% 38,420,000 28,815,000 质押 16,520,000 

林伟亮 境内自然人 0.62% 2,968,370 0   

王君施 境内自然人 0.55% 2,624,866 0   

贾保凤 境内自然人 0.43% 2,077,110 0   

中欧基金－兴业

银行－中欧基金

－兴赢 2 号灵活

配置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1% 1,965,17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安消费龙头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857,300 0   

张丽华 境内自然人 0.33% 1,56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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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用雄 89,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60,000 

滕用庄 11,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05,000 

滕用严 10,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25,000 

滕用伟 9,6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5,000 

林伟亮 2,968,370 人民币普通股 2,968,370 

王君施 2,624,866 人民币普通股 2,624,866 

贾保凤 2,077,110 人民币普通股 2,07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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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兴业银行－中欧基金

－兴赢 2号灵活配置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1,965,17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17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安消费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5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7,300 

张丽华 1,568,390 人民币普通股 1,568,3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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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类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变动比率(±30%)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5,859,247.61     117,532,728.56  41.12%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336,423.97     145,605,621.44  -58.56%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应收帐款    150,290,459.22     222,035,867.50  -32.31% 
主要系本报告期客户货款账期到期回款

所致 

预付款项      8,111,649.89      13,900,418.22  -41.64% 
主要系本报告期原材料到货减少预付款

项所致 

使用权资产     17,528,588.58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8,801,010.60       8,741,953.84  115.07% 
主要系本报告期马尾分厂装修工程完工

转入长摊所致 

短期借款               -        50,031,319.47  -100.00% 主要系贷款到期还款所致 

合同负债                   29,563,026.36      17,666,418.18  67.34%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373,585.01      56,437,636.44  -62.13%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终奖金本报告期内

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5,524,098.41      22,251,676.30  -30.23%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比缴交增值

税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011,590.04       5,941,066.76  152.67% 主要系本报告期工程项目收缴保证所致 

租赁负债     17,056,702.35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4,105.99         151,405.36  -44.45%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二、利润项目  本期金额   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30%)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321,230,960.49     247,093,994.07  3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对应营业

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2,213,138.25      38,528,002.07  35.52%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对应销售

费用增加及加大市场费用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     21,288,798.27      16,163,760.89  31.71% 
主要系上年疫情期间业务费用少及享受

国家社保医保减免政策所致 

研发费用      3,783,251.49       2,803,550.14  34.95% 主要系本报告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73,412.07        -184,144.97  248.48%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加租赁利息所致 

投资收益        437,558.96       1,234,487.34  -64.56% 
主要系本报告期参股公司上海猫诚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9,197.47        -117,874.16  -128.38%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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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2,108,931.18         908,406.80  132.16%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款余额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16,579.62         427,220.22  67.73% 
主要系本报告期接受供应商赠品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58,333.39          32,675.77  78.52%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213,941.56       4,778,115.03  71.91% 主要系上年同期计提递延所得税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2,803,627.39      21,769,405.05  -41.19% 

主要系本报告期毛利率下降、费用增加

等所致 

三、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30%)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757,746.10      16,524,182.35  67.98%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货款到期回款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926,913.79     -39,367,046.17  270.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净额 
   -50,896,774.02      49,920,277.78  -201.96% 主要系贷款到期还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3,726,569.07      27,203,180.06  60.74% 主要系以上综合原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45,352,646.65     111,060,069.92  30.88% 主要系以上综合原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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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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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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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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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 6,000 0 

合计 1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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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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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2021 年 01 月 1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泰证券 赵雯、吴露

生，山西证券 姜禄彦，

恒复投资 陆文驰，老

友投资 陈恺、林照滨 

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 

详情请查阅

http://irm.p5w.net/ssgs/

S002702/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 谢宁玲，恒

越基金 张山野笑，睿

远基金 黄云昊，工银

安盛人寿资管 吕佳

音，诺安基金 李新帜 

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 

详情请查阅

http://irm.p5w.net/ssgs/

S002702/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个人 王君施，陈国良 
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 

详情请查阅

http://irm.p5w.net/ssgs/

S002702/ 

2021 年 03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通过光大证券电话会

议系统接入的投资者 

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 

详情请查阅

http://irm.p5w.net/ssgs/

S002702/ 

2021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 周悦琅，上

海行知创业投资 顾涵

蓓，海宸投资 王鹏程 

公司日常经营

情况 

详情请查阅

http://irm.p5w.net/ssgs/

S0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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