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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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有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泽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剑

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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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8,346,257.76 12,018,695,344.23 3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51,471,790.01 2,742,094,541.78 1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009,746.76 42,075,933.26 16.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94,026,527.03 1,748,238,772.50 1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024,387.44 151,061,637.17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4,493,900.29 149,242,066.02 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3 16.68 减少 1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7 -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7 -18.52 

2020年 10月公司股本因资本公积金转增发生变化，公司按转增后的股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的每

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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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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6,8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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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5,7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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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76.3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602,328.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1,893.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27,564.15  

所得税影响额 -1,053,613.94  

合计 7,530,4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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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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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

司 
244,297,520 36.25 13,000,000 质押 126,769,99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有林 88,119,437 13.07 6,500,000 质押 59,285,500 
境内自

然人 

南方资本－华能信

托·悦盈 15号单一资

金信托－南方资本－

傲农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21,207,177 3.1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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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尧 8,180,223 1.2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时代复

兴安心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7,150,307 1.06 0 无 0 其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 
6,722,000 1.00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215,483 0.92 0 无 0 

国有法

人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阿巴马行

稳致远 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180,000 0.77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698,581 0.7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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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0 0.6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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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231,297,520 人民币普通股 231,297,520 

吴有林 81,619,437 人民币普通股 81,619,437 

南方资本－华能信托·悦盈 15号单

一资金信托－南方资本－傲农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1,207,177 人民币普通股 21,207,177 

黄祖尧 8,180,223 人民币普通股 8,180,223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

代复兴安心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150,307 人民币普通股 7,150,30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7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2,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15,483 人民币普通股 6,215,483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

马行稳致远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98,581 人民币普通股 4,69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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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与吴有林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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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注：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截至本报告期末，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03,829,8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4%，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40,467,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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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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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3.31 

/2021 年 1-3 月

（万元） 

2020.12.31 

/2020 年 1-3 月

（万元） 

变动比例

(%) 
备注 

货币资金 80,969.98 57,094.00 41.82 

主要系可转债所募集资金部分未投入

使用以及业务规模扩大储备现金增加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4.80 138.87 162.70 主要系购买期货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722.75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客户货款提供票据结算增加所

致 

存货 236,069.68 173,081.14 36.39 
主要系养殖规模扩大，消耗性生物资

产增加及饲料产量增加库存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95,675.70 148,219.42 32.02 
主要系养殖场及配套饲料厂在建项目

增加 

使用权资产 198,321.23  0.00  不适用 按照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265.65 21,650.39 109.08 

主要系在建项目增加，相应预付工程

款、设备款增加，及预付拍卖资产款

所致 

合同负债 28,907.03 21,201.06 36.35 主要系水产客户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1.13  332.55  -39.52  主要系应税项目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应付债券 83,529.29  0.00  不适用 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租赁负债 154,452.00  0.00  不适用 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8,380.86 29,629.13 -71.71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将长期应付

款调整到租赁负债所致 

营业收入 389,402.65 174,823.88 122.74 
主要系饲料销量增加以及生猪出栏量

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26,788.78 132,721.96 146.22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税金及附加 601.13 295.81 103.22 主要系印花税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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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7,314.49 5,326.02 37.34 
主要系饲料销售规模增加，人员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14,487.11 6,383.32 126.95 

主要系股份支付增加，以及养猪产业

总部建设、养殖场筹建、养殖规模扩

大导致职工薪酬支出增长 

研发费用 2,058.11 1,237.91 66.26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734.83 3,415.96 155.71 主要系有息负债筹资增加 

其他收益 676.80 354.26 91.05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48.42 -86.54 不适用 主要系参股公司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43.18 -1,454.00 -42.01 
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损失计提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78.91 357.04 62.14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53.72 -968.08 -42.80 
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应税子公司可弥补

亏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221.90 -34,919.15 235.70 

主要系养殖场新建、改扩建支出增长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404.53 42,415.69 219.23 

主要系可转债发行以及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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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披露日期 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相关进展 

2021年 2月 25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2021年 3月 8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 

2021年 3月 16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1） 

2021年 3月 31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21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进展 
2021年 3月 29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进展 
2021年 1月 5日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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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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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有林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