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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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耿立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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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5,369,583.87 11,154,464,066.40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980,766,651.11 4,592,802,200.06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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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473,124.25 58.88% 8,620,752,350.59 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3,789,273.74 190.40% 1,477,586,003.68 38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38,472,312.17 191.36% 1,494,796,448.36 41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74,523,500.90 0.29% 2,097,715,885.13 4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160.87% 1.38 34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172.73% 1.37 35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5% 5.73% 27.89%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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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7,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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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4,542.1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4,0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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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0,5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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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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6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9,735.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86,776.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34,371.86  

合计 -17,210,44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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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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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6.41% 283,929,184 0   

北京融元宝通

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9% 68,754,835 0 冻结 10,669,513 

新疆天邦鸿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2% 62,580,733 0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畜牧科学

院 

国有法人 2.65% 28,499,744 0   

中国建设银行 其他 2.51% 27,000,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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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同力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09% 22,500,098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3% 21,866,820 0   

新疆天达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 21,840,000 0   

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1.45% 15,538,3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农业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1% 8,65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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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283,929,184 人民币普通股 283,929,184 

北京融元宝通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8,754,835 人民币普通股 68,754,835 

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2,580,733 人民币普通股 62,580,7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28,499,744 人民币普通股 28,499,7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7,000,016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1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内需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22,500,098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9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66,820 人民币普通股 21,866,820 

新疆天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1,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0,000 

朱文涛 15,53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3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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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8,657,223 人民币普通股 8,657,2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邦鸿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公司。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新疆天邦鸿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2,580,733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20,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580,733 股。股东朱文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13,362,3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76,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538,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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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725,948,476.64  2,001,458,308.06  36.20% 系公司资产规模扩大，玉米

收储及油脂业务本期销售

回笼资金，同时食品养殖业

务盈利较好，导致货币资金

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28,062.00  87,171,450.00  -92.74% 系公司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减少。 

应收票据 5,971,704.30  1,196,706.07  399.01% 系公司饲料业务采用票据

结算业务增加。 

应收账款 715,274,933.80  314,104,296.86  127.72% 系公司饲料及制药业务因

销售模式滚动赊销欠款在

年末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8,895,324.77  51,885,578.66  109.88% 系公司备用金、农产品业务

收割机押金、畜牧业务圈舍

押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24,487,279.47  616,220,642.19  -31.11% 系报告期内生猪养殖汝南

项目及芳草湖项目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生产性生物资产 297,935,203.19  197,889,129.42  50.56% 系公司生猪养殖业务扩大

生产规模，种猪存栏量增

加。 

应交税费 31,842,038.30  12,164,491.84  161.76% 系公司应税项目增加导致

应交税费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741,500,000.00  400,000,000.00  85.38% 系公司长期借款到期转为

一年到期的借款。 

应付债券 110,349,525.16  183,996,043.58  -40.03% 系报告期公司可转债业务

中债券转股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620,752,350.59  5,179,810,282.95  66.43% 受生猪价格上涨、玉米收储

销售量上升、饲料业务销量

持续增长等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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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406,209,311.65  248,697,195.18  63.33% 因经营规模扩大，人员增加

导致管理薪酬上升，同时畜

牧养殖业务受疾病影响导

致其他费用有所增长。 

研发费用 102,620,466.88  58,650,940.05  74.97% 系公司本期研发投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224,542.16  11,453,570.24  67.85% 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10,691,282.25  1,673,839.08  538.73% 系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

利润较同期上升。 

信用减值损失 -32,308,036.21  -21,937,632.21  47.27% 报告期内因收入上升，应收

账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导致计提坏账金额增加。 

所得税 25,404,126.94  -3,532,196.32  819.22% 系报告期内应税项目利润

金额增加及2019年汇算清

缴调整事项所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77,586,003.68  301,704,024.67  389.75% 受生猪价格上涨、制药产品

盈利能力提升、饲料及玉米

收储业务量利齐升等叠加

因素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97,715,885.13  1,414,261,767.27  48.33% 系玉米收储及油脂业务在

本期销售回笼资金及食品

养殖业务盈利较好，导致现

金流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6,921,531.30  -494,619,700.90  25.82% 系本期资产投建项目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6,882,859.65  -803,816,166.70  -24.02% 系本期归还贷款较上年增

加，银行贷款净额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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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在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天

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天康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0年6月15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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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天康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2020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开立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回购股份已于2020年9月14日全部非

交易过户至“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股数为6,363,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5919%。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持

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0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员工持

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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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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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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

公司 
无 否 

玉米、

豆粕

等期

货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09

月 30

日 

189.05    632.81 0.11% 355.06 

合计  -- -- 189.05    632.81 0.11% 3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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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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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

者所需的原材料，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业务经营，在

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风险及应对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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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建立了专业的期货团队，定

期对市场价格走势进行预判和监控，严格控制期货头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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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

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同时加强资

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管理制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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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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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公司严格按照《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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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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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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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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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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衍生品投资品种是国内期货市场上的主流交易品种，交易品种市场高度明度，成

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价格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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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

的核算处理。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2201号）的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尾款人民币

14,500,000.00元后，截至2017年12月28日，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985,500,000.00

元。再扣除保荐费首付款、债券登记费、律师费、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

币3,949,6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1,550,400.00元，该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希格玛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希会验字[2017]0120号”验资报告。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43,770.29万元，截至 2020年9月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6,158.03万元（含发行费用支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1,595.11万元，募集资金余

额为33,987.08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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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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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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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