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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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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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7,408,139.68 13,729,243,959.45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92,162,787.42 4,018,621,043.65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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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152,566.24 1,224,414,764.14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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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9,086,920.15 17,719,822,139.76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583,861.16 332,948,902.91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7,425,607.67 302,290,623.85 14.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8 8.16 增加 1.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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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1 0.355 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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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4,501.67 9,821,4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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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5,583.73 79,871,3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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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257.85 -960,753.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79,748.44 -22,184,986.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40,858.43 -19,438,716.56 

所得税影响额 4,770,992.48 -8,950,093.97 

合计 13,947,209.82 38,158,2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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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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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宇超 14,065,634 1.5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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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国萃股权

投资基金（上

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227,90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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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7,145,454 0.76 0 
无 

0 未知 

郭大维                                                                                                                             6,670,000 0.71 0 无 0 未知 

刘锋 4,073,382 0.43 0 无 0 未知 

秦晖玉                                                                                                                             3,878,967 0.41 0 无 0 未知 

胡卫俊                                                                                                                             3,500,000 0.37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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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宇超 14,065,634 人民币普通股 14,065,634 

信达国萃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227,902 
人民币普通股 

11,22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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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45,454 人民币普通股 7,145,454 

郭大维 6,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70,000 

刘锋 4,073,382 人民币普通股 4,073,382 

秦晖玉 3,878,967 人民币普通股 3,878,967 

胡卫俊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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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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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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数 期初余额/本期发生数 变动比例 

衍生金融资产 1,180.82 8,036.54 -85.31% 

预付款项 58,411.30 20,880.03 179.75% 

生产性生物资产 31,109.56 18,603.27 67.23% 

应付票据 1,125.09 61.20 1738.38% 

应交税费 21,990.62 9,585.01 129.43% 

递延收益 43,734.99 33,691.67 29.81% 

营业收入 1,795,908.69 1,771,982.21 1.35% 

其他收益 7,987.14 4,099.55 94.83% 

衍生金融资产变动原因：新西兰银蕨外汇远期合同公允价值变动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本期物资采购预付款项较年初有所增长 
 

生产性生物资产变动原因：本期期末种猪和能繁母猪等生产性生物资产存栏量较年初增长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本期物资采购出具的商业汇票金额较大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本期新西兰银蕨预提的企业所得税金额较大 
 

递延收益变动原因：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多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本期肉类主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较大，其他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本期新西兰银蕨等境内外企业收到疫情专项政府补助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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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合理配置资源，理顺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农牧”）与江苏梅林畜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林畜牧”)的关系，上海梅林于2020年2月1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海梅林以控

股子公司梅林畜牧的51%股权及现金291.55万元向控股子公司光明农牧增资。同时，光明农牧其余

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场”）和上海良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良友实业”）也对光明农牧进行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光明农牧注册资本由

5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00万元，上海梅林持股41%、上海农场持股39%和良友实业持股20%

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上述交易事项已提交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上海梅林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

通过。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已完成上述股权的产权交割及国有产权变更手续，梅林畜牧及

光明农牧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梅林畜牧成为光明农牧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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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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坚 

日期 2020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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