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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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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庞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管江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管江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5,187,259,806.08 24,753,888,098.68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236,959,977.59 16,581,955,058.64 9.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395,941.90 3,199,815,684.25 0.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086,156,372.37 14,824,449,073.53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1,403,806.15 3,835,135,930.12 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9,634,630.08 3,637,779,592.96 2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4  25.72 增加 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1 1.18 1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1 1.18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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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79,711.20 -3,050,564.74  

营业外支出-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415,810.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9,599,873.27 100,525,1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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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63,866.06 126,390,854.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11,029.51 663,261.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8,073.47 -936,953.67  

所得税影响额 -26,231,504.54 -51,406,782.29  

合计 84,795,479.63 171,769,176.0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2,5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87,825,865 58.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庞康 310,090,429 9.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6,202,131 6.36 0 无 0 境外法人 

程雪 102,777,085 3.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旭晖 56,188,320 1.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来灿 50,394,447 1.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617,792 0.94 0 无 0 国家 

赖建平 27,250,000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燕桥 19,201,874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文彪 17,333,274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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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87,825,865 人民币普通股 1,887,825,865 

庞康 310,090,429 人民币普通股 310,090,4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6,202,131 人民币普通股 206,202,131 

程雪 102,777,085 人民币普通股 102,777,085 

黎旭晖 56,188,320 人民币普通股 56,188,320 

潘来灿 50,394,447 人民币普通股 50,394,44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617,792 人民币普通股 30,617,792 

赖建平 27,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50,000 

叶燕桥 19,201,874 人民币普通股 19,201,874 

黄文彪 17,333,274 人民币普通股 17,333,2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庞康、程雪、叶燕桥与公司其他三名自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股东中，庞康、程雪、潘来灿、赖建平、王力展是海天集团的股东，

其中庞康、程雪任海天集团董事； 

3、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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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列 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43,322,608.04 2,463,315.07 1658.71%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应收账款并入所

致 

预付款项 40,628,640.45 18,577,720.22 118.70%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预付款项并入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7,266,176.01 89,751,214.54 -80.76% 主要是本期应收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572,161.22  22,139,073.03 123.91% 主要是本期未认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388,325,473.40 138,370,580.99 180.64% 
主要是本期南宁海天新购土地确认为无形资产及

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无形资产并入所致 

商誉 30,578,355.42 15,090,466.13 102.63% 主要是本期收购合肥燕庄形成的商誉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697,690.29 87,059.73 4147.30%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长期待摊费用并

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4,353,828.91 383,676,376.59 60.12% 
主要是本期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确认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2,600,000.00 19,600,000.00 525.51%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短期借款并入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814,000.00 -   - 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32,698,562.95 397,525,371.80 -66.62% 
主要是本期公司采购支出中采用票据结算的金额

同比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 4,097,996,215.03 -100.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的款项

从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2,597,473,083.03 - -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款项从

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8,059,403.71 - -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款项中

的增值税从预收款项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递延收益 248,822,085.71 177,740,197.81 39.99% 
主要是本期收到用于补助以后期间的费用或损失

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591,171.82 - -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资产评估增值形

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资本公积 790,587,443.39 1,330,661,311.39 -40.59% 
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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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2019年前三季度  
 同比变

动  
 分析说明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2,556,276.15   - 主要是本期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22,411,120.16 51,897,733.14 -56.82% 主要是本期理财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17,177,837.38 -100.00% 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817,229.49 804,870.33 1368.22% 主要是本期收到赔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569,778.09 2,555,910.05 352.67% 主要是本期抗击新冠疫情定向捐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9,949,619.77 410,761,309.14 -210.45% 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理财产品同比减少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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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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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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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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庞康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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