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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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席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褚雅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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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6,467.03 1,055,155,140.90 9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22,846.36 -26,442,445.89 2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0,827,847.05 -32,719,807.01 16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804,817.59 -159,644,093.35 20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1.47%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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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1,519,697.85 8,578,819,576.43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4,776,536.26 2,653,952,282.6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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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1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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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2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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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04.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2,642.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91,886.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1,097.43  

合计 8,394,999.3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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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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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AL DAIRY LIMITED 境外法人 65.60% 560,000,000 560,000,000   

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4% 134,393,946 134,393,946   

舞钢市新之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22,971,965    

DAILYDAIRY,LIMITED 境外法人 1.09% 9,315,727    

成都纵之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3,941,716    

成都品尚植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3,941,716    

成都迭享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3,941,715    

永新县金色衣谷商务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3,18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0.30% 2,600,04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其他 0.20% 1,703,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舞钢市新之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2,971,965 人民币普通股 22,971,965 

DAILYDAIRY,LIMITED 9,315,727 人民币普通股 9,315,727 

成都纵之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3,941,716 人民币普通股 3,941,716 

成都品尚植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3,941,716 人民币普通股 3,941,716 

成都迭享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941,715 人民币普通股 3,941,715 

永新县金色衣谷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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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600,04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4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1,7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3,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1,590,609 人民币普通股 1,590,609 

余巧英 1,545,634 人民币普通股 1,545,6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Liu Chang 女士通过 Universal Dairy Limited、刘永好先生通过新希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两人为一致行动人。 

成都纵之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都品尚植商务服务中心（有

限合伙）、成都迭享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具有相同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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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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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发生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额 变动幅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00.00 14,072.00 -9,972.00 -70.86% 

应收票据 220.16 377.87 -157.71 -41.74% 

其他流动资产 540.16 856.31 -316.15 -36.92% 

长期待摊费用 1,410.09 5,495.45 -4,085.36 -74.34% 

应交税费 5,381.34 9,143.47 -3,762.13 -41.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6,852.73 42,872.63 -16,019.90 -37.37%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48.48 2,319.01 729.47 31.46% 

 

1、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为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2、应收票据减少，为公司应收的票据到期收回； 

3、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待抵扣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减少，主要是2021年1月1日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原在长期待摊费用中核算的分期摊销的租赁款

3,977.31万元调整至使用权资产核算； 

5、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原代扣代缴的所得税4,758.71万元；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是公司偿付了到期的长期借款； 

7、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一只酸奶牛”品牌项下资产评估增值按适用税率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发生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同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01,409.65 105,515.51 95,894.14 90.88% 

营业成本 150,452.75 71,898.46 78,554.29 109.26% 

税金及附加 1,027.77 610.24 417.53 68.42% 

销售费用 30,700.49 23,581.97 7,118.52 30.19% 

管理费用 12,570.37 7,458.54 5,111.83 68.54% 

研发费用 1,060.79 767.14 293.65 38.28% 

财务费用 2,900.68 1,683.43 1,217.25 72.3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0.86 -2,336.17 2,407.03 103.0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71 -2,370.52 2,388.23 100.7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85  -12.85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625.43 -321.28 946.71 2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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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同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0.51 -1.81 2.32 128.1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1.61 -357.64 479.25 134.00%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380.98 -2,552.31 6,933.29 271.65% 

营业外收入 148.54 454.38 -305.84 -67.31% 

营业外支出 109.28 209.52 -100.24 -47.84%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420.24 -2,307.44 6,727.68 291.56% 

所得税费用 952.53 360.79 591.74 164.01%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67.71 -2,668.24 6,135.95 229.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22.28 -2,644.24 5,566.52 210.51% 

少数股东损益 545.43 -23.99 569.42 2,373.57% 

 

1、报告期内，利润表主要项目同比均发生了大幅变化，除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外，其他项目的大幅变化

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的合并范围口径同比发生较大变化，本期合并范围中包括宁夏寰美乳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寰美乳业”）、福建新希望澳牛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乳业”）、福建新澳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

牧业”）及“一只酸奶牛”品牌项下运营公司重庆新牛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瀚虹”），寰美乳业、新澳乳业

和新澳牧业均于2020年7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重庆瀚虹于2021年3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述合并范围的变化使得利润表

各项目产生了较大幅度变化。（2）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销售受阻，收入下滑，经营利润下降。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以

及公司及时制定和调整一系列生产经营预案，2020年2季度开始，业务逐渐恢复。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经营利

润得到恢复和改善。（3）报告期内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了2021年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摊销金额899

万元。（4）2020年12月公司公开发行7.1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报告期内在财务费用中列支了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利息费用809.83万元。（5）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收回及账龄得到改善，信用减值损失转回。 

2、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407.03万元，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2,388.23万元，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主

要系联营公司重庆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天友”）去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公司按

权益法确认了投资损失2,370.52万元。随着市场的恢复，报告期内重庆天友业绩改善，公司按权益法确认了投资收益41.56

万元。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12.85万元，系公司为了提前锁定未来因Libor利率上涨导致的财务成本增加而开展的利

率掉期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将Libor浮动利率与固定利率的差异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同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80.48 -15,964.41 33,044.89 206.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1.04 33,190.57 -28,459.53 -85.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86.30 -4,431.93 8,218.23 185.4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是： 

（1）报告期内的合并范围口径同比变化，因增加合并范围同比增加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7,899.08万元； 

（2）与同期相比，公司原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经营规模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额58,967.99

万元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额30,203.02万元，净额增加28,764.97万元。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是： 

（1）从关联方取得借款和资金往来及偿还借款和资金往来净额同比减少33,765.44万元； 

（2）报告期内购买少数股东权益支付现金7,966.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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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交纳的现金12,678.60万元。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主要为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减少品迭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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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12月发布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报告期内确定了对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2、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发布了对“一只酸奶牛”相关业务及资产的收购并于报告期内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工作。 

3、公司于2020年12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月19日上市交易。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1 年 0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21-006） 

2021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8） 

2021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3） 

“一只酸奶牛”收

购项目 

2021 年 01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签署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2） 

2021 年 0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5） 

2021 年 03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对外投资合作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4）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7） 

2021 年 0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21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暨募集资金专户完成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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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操

作方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汇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 
无 否 

美元利

率掉期 
0 

2021 年 01

月 26 日 

2023 年 08

月 26 日 
0 0 0 0 0 0.00% -12.85 

合计 0 -- -- 0 0 0 0 0 0.00%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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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8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1、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本笔利率掉期业务的主要风险是一个月美元 LIBOR 长期低于预先约定的固

定利率，公司可能会承受相应损失。 

（2）流动性风险：在到期前提前终止本笔利率掉期交易，回购或结构调整都需要和交易对

手逐一评估，并达成一致的条款；由交易对手随市场条件的变化和波动决定该交易的市值，

公司可能会承受相应损失。 

（3）信用风险：交易对手出现违约的情况。 

（4）操作风险：财务或相关人员未按内控制度和相关流程展开套期保值业务。 

（5）法律风险：在展开本笔利率掉期交易时，如果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

风险。 

2、控制措施 

为有效控制美元浮动利率上涨导致的财务成本增加，公司与交易对手签订了利率互换协议，

交易对手穆迪风险评级为 Aa3，信用风险较小。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建立了《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以及操作流程

进行了详细规定，以加强对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管理，防范投资风险，健全和完善公司

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管理机制，确保公司资产安全。公司本次利率互换掉期业务的操作流

程均严格按照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违反公司相关制度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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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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签订合约金额为 1.1 亿美元的利率互换协

议，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GGG Holdings Limited 从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取得美元浮

动利率的银团借款锁定为固定利率，协议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3 年 8 月 26 日。

本报告期内，公司将 Libor 浮动利率与固定利率的差异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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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生的业务，公司根据金融工具准则对上述衍生品投资进行会计处理。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系基于公司实际资产负债结构的合理

安排，能有效规避外汇市场利率风险，防范利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投机性操作；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规范的业务审批流程和操作流程，实际执行

中符合相关内部控制和财务规范，能够有效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5,272,315.15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58,165,221.92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07,107,093.23元，用于安徽新希望白帝乳业有限公司搬

迁扩建项目、营销网络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前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于以

前年度实施完毕，结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15日发布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暨募集资金专户完成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报告期内，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共投

入资金4,606,496.01元，累计投资进度为44.76%。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369,789,483.70元，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90.8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1,747,338.92元。 

2020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718,000,000.00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705,302,772.08元，用于收购寰美乳业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收购寰美乳业40%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均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2021年2月9日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暨募集资金专户完成

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705,426,358.79元（含利息收入），2020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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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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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 4,000 0 

合计 15,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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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 年 01

月 1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汇添富基金 周晗、申万宏源证券 吕昌、嘉实

基金 左勇、申万宏源证券 赵玥、国投瑞银基

金 王方、鹏扬基金 王亦沁、华夏基金 艾邦妮、

太平洋证券 李鑫鑫 

渠道布局、市场开

拓策略、业务模式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公告日期：

2021 年 1 月 17 日 

2021 年 01

月 1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 金含、财通自营 毕晓静、申万资管 

孙毓晨、Tiger Pacific Capital 杨兆媛、恒越基

金 张山野笑、交银施罗德 张程、申万菱信 王

昱、聚鸣投资 靳晓婷、招行资管 张旭欣、万

联证券 王鹏、荣富基金 周天昊 

并购整合策略、业

务模式、上游奶源

布局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公告日期：

2021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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