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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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国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燕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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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2,487,060.56 13,729,243,959.45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102,751,553.89 4,018,621,043.6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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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02,849.95 -397,999,2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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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6,327,145.25 6,542,790,931.86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765,989.62 176,346,101.11 -1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9,366,039.75 159,057,674.54 -1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4 4.09 减少 0.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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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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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6,7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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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9,1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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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097.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66,970.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5,838.44 

所得税影响额 -2,159,665.82 

合计 8,399,9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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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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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298,386,000 31.82 0 无 0 国有法人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5,978,874 5.97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4,991,300 2.67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2,000,006 1.28 0 无 0 未知 

信达国萃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337,902 1.21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37,300 1.07 0 无 0 未知 

卢宇超 8,333,035 0.89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56,428 0.77 0 无 0 未知 

郭大维 6,745,400 0.72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95,477 0.61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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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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298,3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8,386,000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5,978,874 人民币普通股 55,978,87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4,9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91,3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2,000,006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6 

信达国萃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337,902 人民币普通股 11,337,90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7,300 

卢宇超 8,333,035 人民币普通股 8,333,0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56,428 人民币普通股 7,256,428 

郭大维 6,7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45,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95,477 人民币普通股 5,695,4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中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前十名中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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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发

生数 

年初余额或上年

发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2,379,521.50 80,365,430.28 -97.04% 
新西兰银蕨公司外汇远期合同

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款项融资   7,557,000.00 -100.00% 
本期期末无已背书或已贴现的

银行承兑汇票 

预付款项 429,418,666.24 208,800,306.33 105.66% 本期期末预付工程款项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41,967,930.20 208,954,747.92 -32.06% 本期期末留抵的税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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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生物资产 265,179,118.96 186,032,715.56 42.54% 
本期期末存栏种猪和能繁母猪

等生产性生物资产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04,900,455.42 -41,264,976.04 154.21% 
汇率变动境外企业会计报表折

算差异变动 

财务费用 -63,117,168.39 14,051,861.28   
主要是本期新西兰银蕨公司外

汇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242,773,447.63 28,178,700.11   

本期新西兰银蕨公司外汇远期

合同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同比增

加 

营业外收入 516,344.89 3,233,104.71 -84.03% 本期无需支付的款项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3,683,315.32 2,468,072.91 49.24% 
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7,099,807.41 278,906,663.73 63.89% 

本期新增金融机构借款同比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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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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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国祥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