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abeinong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关村大厦 19 层）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二零二一年四月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1-05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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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根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跃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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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401,924,717.39 4,081,196,693.95 8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0,933,756.67 465,462,716.98 -1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4,134,190.44 383,958,703.68 -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6,086,296.69 -75,046,967.14 -42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4.52% -1.03%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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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8,696,514.55 24,041,748,998.06 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66,187,603.26 11,015,444,461.02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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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3,716.86 主要系股权转让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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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81,274.5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直接计入

损益的政府补助款以及根据

项目进度、折旧摊销等条件结

转计入当期损益的项目补助

款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9,000.00 主要系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7,970.58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的报废损

失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42,686.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6,334.87  

合计 16,799,56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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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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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境内自然人 27.91% 1,171,094,399 940,263,157 质押 677,909,400 

邱玉文 境内自然人 2.69% 112,677,323 0   

#甄国振 境内自然人 2.19% 91,766,367 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4% 85,556,083 0   

#赵雁青 境内自然人 1.86% 78,129,17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44% 60,585,553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20% 50,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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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39,000,000 0   

#李凤琴 境内自然人 0.90% 37,966,2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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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7% 3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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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230,831,242 人民币普通股 230,831,242 

邱玉文 112,677,323 人民币普通股 112,677,323 

#甄国振 91,766,367 人民币普通股 91,766,367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5,556,083 人民币普通股 85,556,083 

#赵雁青 78,129,179 人民币普通股 78,129,17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585,553 人民币普通股 60,585,553 

#杨林 50,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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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0 

#李凤琴 37,966,264 人民币普通股 37,966,2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3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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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甄国振，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3,205,997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38,560,370 股份，合计持有 91,766,367 股股份。 

2、赵雁青，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1,609,169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6,520,010 股股份，合计持有 78,129,179 股股份。 

3、杨林，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

50,200,000 股，合计持有 50,20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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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9,977.00 万元，增长 5,370.10%，主要系

公司本期将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31,896.71 万元，增长 36.32%，主要系公司对部

分信誉良好、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客户提高了欠款额度所致。 

（3）使用权资产：期末数较上年末数增加 72,611.82万元,主要系公司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 13,094.08万元，下降 63.79%，主要系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25,097.60 万元，下降 50.57%，主要系公司

上年度奖金在本期支付所致。 

（6）应付股利：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 900.00 万元，下降 59.51%，主要系本期公司之子

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1,482.36万元，增长 64.63%，主要系公司计

提应付退货款所致。 

（8）长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73,841.70 万元，增长 38.04%，主要系公司投资

项目借款增加所致。 

（9）租赁负债：期末数较上年末数增加 57,795.02 万元，主要系公司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32,072.80万元，增长 81.37%，主要系

公司本期饲料及生猪销售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12,353.54 万元，增长 102.00%，主要

系公司本期生猪及饲料销售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12,521.07 万元，增长 58.12%，主要系

系公司本期业务发展人员数量及费用增加所致。 

（4）研发费用：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4,838.53万元，增长 65.73%，主要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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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期的研发人员及投入增加所致。 

（5）利息费用：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2,386.53万元，增长 40.58%，主要系公

司本期银行借款相应的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6）利息收入：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602.40 万元，增长 131.01%，主要系公

司本期银行存款收取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7）其他收益：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1,155.65万元，增长 66.28%，主要系公

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8,604.01万元，下降 48.48%，主要系公

司上年同期股权转让收益较多所致。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125.33万元，增长 86.41%，主

要系公司本期期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810.85万元，增长 133.10%，主要系

公司本期收到补偿收入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支出：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673.54 万元，增长 70.68%，主要系

公司本期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18,645.63万元，

增长 81.14%，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收款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6,517.17 万元，

增长 50.08%，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农户保证金等往来款及政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28,740.69万元，

增长 101.26%，主要系公司本期原料采购付款增加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28,440.34 万

元,增长 56.51%%，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082.72 万元，增长 56.22%,主

要系公司本期缴纳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32,103.93 万元，

下降 427.78%，主要系公司本期采购原料付款和支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7）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15,700.50万元，下降 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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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公司上期处置股权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多所致。 

（8）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588.20 万元，增长

150.76%，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联营企业分配的股利增加所致。 

（9）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021 年 1-3 月较上年

同期减少 25.40万元，下降 69.50%，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长期资产收回现金减少所致。 

（10）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2,018.00 万元，下降 99.12%，主要系公司上期股权转让收到的现金较多所致。 

（1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

增加 31,683.59万元，增长 70.16%，主要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付款增加所致。 

（12）投资支付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958.70万元,增长 77.00%，主要

系公司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13）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281.08万元,

增长 43.85%，主要系公司本期将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59,352.91 万元,

下降 206.95%，主要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付款增加所致。 

（1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3,936.97万元,下降 85.46%，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入的资金较多所致。 

（1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3,146.44万元,

增长 41.10%，主要系本期公司其他筹资方式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62,894.60万元,增长 192.42%，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4,769.06

万元,增长 62.54%，主要系本期公司的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19）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1年 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6,789.24万元,

下降 55.31%，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的筹资保证金减少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21 年 1-3 月较上年同期减少 39,066.53 万元,

下降 41.42%，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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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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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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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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关

联方 
否 

玉米、

豆粕等

期货合

约 

0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2,551.

2 

1,527.

22 

1,324.

12 
 

2,382.

53 
0.18% 

-371.

77 

合计 0 -- -- 
2,551.

2 

1,527.

22 

1,324.

12 
 

2,382.

53 
0.18% 

-371.

77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由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涉诉情况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7 年 11 月 06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7 年 1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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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风险分析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能有效降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风险，特别是当原料大幅下跌时，

降低高库存带来的跌价损失对公司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市场行

情异常波动风险：理论上，各交易品种在交割期的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将

会回归一致，极个别的非理性市场情况下，可能出现期货和现货价格在交割期仍然

不能回归，因此出现系统性风险事件，从而对公司的套期保值操作方案带来影响，

甚至造成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假如市场走势不利，

导致保证金不足时，如未及时足额追加保证金，可能被强行平仓产生相关损失，甚

至可能出现单边涨跌停价格等其他因素给某些合约市场的流动性、有效性带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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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平仓，导致造成超过全部保证金的

损失。 3、电子化交易风险：可能因为软硬件系统故障、网络故障及地震、水灾等

不可抗力因素等导致交易系统、行情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使交易指令出现延

迟、中断、数据错误等情况导致无法正常交易产生损失。4. 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

律法规等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的风险。 

二、 风险应对措施 

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头寸。 

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

管理制度规定执行，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公司将合 理调度资金用

于套期保值业务，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3、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保证本次套期

保值业务以公司（含子公司）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使用

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并保证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仅以规避生产经营中

的商品价格风险为目的，不涉及投机和套利交易，同时严格遵循场内交易的规定，

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不

得超过实际现货交易的数量，期货持仓量不得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 

4、公司已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业务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已设立专门的期货操作团队、期货操作监控团队和相应的业务流程，通过实行

授权和岗位牵制，以及进行内部审计等措施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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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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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8 10,0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7.43 0 0 

合计 24,295.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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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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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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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农业分析师、嘉实基金、银华

基金、华夏基金、建信基金、南方基金、

华商基金、交银施罗德、工银瑞信、国

寿资产、博时基金、中欧基金  、华安

基金、宝盈基金、融通基金、华宝基金。 

9501 和 9936、

9858 的区别、

产业化的进

度、产业化的

准备、定价原

则、生物技术

公司未来的定

位、竞争格局、

研发周期、公

司的优势。 

https://view.offi

ceapps.live.co

m/op/view.aspx

?src=http%3A

%2F%2Fstatic.

cninfo.com.cn

%2Ffinalpage

%2F2021-01-1

5%2F1209115

541.docx 

2021 年

02 月 25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博时基金、华夏基金、国寿

资产、大家资产、民生加银、天弘基金、

新华养老、煜德资本、明世伙伴、恒复

投资、信达资本、神农投资、湍团资本、

渤海汇金证券资管、广发自营、中信资

管、天惠投资、宏道投资、银河证券、

民生加银、华夏基金、天风证券、嘉实

基金、相聚资本、新华资产、华夏久盈、

鹏扬基金、民生加银、阳光资产、南土

资产、新华资产。 

转基因的商业

化规划、后续

产品，定价原

则、市场推广

的情况、大豆

性状在阿根廷

的最新情况、

传统的杂交种

子业务等。 

http://www.cni

nfo.com.cn/ne

w/disclosure/de

tail?stockCode

=002385&anno

uncementId=12

09311017&org

Id=990001164

8&announceme

ntTime=2021-0

2-26 

2021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天风证券、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美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自营部、颐和久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万

有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资产

管理部、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台灣復華投信有限公司、深圳市

唐融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君天健投资

大北农生物技

术公司的定

位、公司在第

一代转基因抗

虫抗除草剂玉

米优势、转基

因许可方式、

大北农生物技

术公司团队情

http://www.cni

nfo.com.cn/ne

w/disclosure/de

tail?stockCode

=002385&anno

uncementId=12

09385049&org

Id=990001164

8&announc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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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广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煜德投资管

理中心、上海慧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崇山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胤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恒道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荷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泽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高腾

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敦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自营部、常春藤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团队、博研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博鸿投资股份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鑫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润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Rays 

Capital。 

况。 ntTime=2021-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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