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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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庞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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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0,847,576.76 24,753,888,098.68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194,583,978.06 16,581,955,058.64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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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456,412.40 53,066,226.98 6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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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3,827,457.90 5,490,145,323.69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12,628,919.42 1,477,138,223.72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71,913,391.59 1,396,705,726.35 1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27 10.11 减少 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55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55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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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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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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7,6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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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37,547.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31,842.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519.37  

所得税影响额 -11,506,869.09  

合计 40,715,5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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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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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573,188,221 58.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庞康 258,408,691 9.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51,610,302 5.61 0 无 0 境外法人 

程雪 85,647,571 3.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旭晖 47,857,100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来灿 42,293,898 1.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5,514,826 0.94 0 无 0 国家 

赖建平 25,409,200 0.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力展 17,126,239 0.63 0 质押 7,726,700 境内自然人 

叶燕桥 16,001,562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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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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3,188,221 人民币普通股 1,573,188,221 

庞康 258,408,6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408,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1,610,302 人民币普通股 151,610,302 

程雪 85,647,571 人民币普通股 85,647,571 

黎旭晖 47,8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57,100 

潘来灿 42,293,898 人民币普通股 42,293,8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514,826 人民币普通股 25,514,826 

赖建平 25,4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9,200 

王力展 17,126,239 人民币普通股 17,126,239 

叶燕桥 16,001,562 人民币普通股 16,001,5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庞康、程雪、叶燕桥与公司其他三名自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股东中，庞康、程雪、潘来灿、赖建平、王力展、叶燕

桥是海天集团股东，其中庞康、程雪任海天集团董事； 

3、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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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46,412,639.43 2,463,315.07 1784.15%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并入所致 

预付款项 37,916,042.80 18,577,720.22 104.09%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预付款项并入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691,087.90 22,139,073.03 -56.23% 
主要是本期收回一年内到期的其他流

动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218,739,562.72 138,370,580.99 58.08%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无形资产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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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1,591,540.34 87,059.73 1728.10%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并入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22,805,576.35 383,676,376.59 36.26% 

主要是本期公司根据所得税准则确认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有所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7,600,000.00 19,600,000.00 551.02%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短期借款并入所致 

应付票据 521,222,331.90 397,525,371.80 31.12%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采购支出中采用

票据结算的金额同比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0.00 4,097,996,215.03 - 

主要是报告期内执行新的收入准则，将

预收客户的款项从预收款项调整至合

同负债 

合同负债 2,513,727,897.69 0.00 - 

主要是报告期内执行新的收入准则，将

预收客户的款项从预收款项调整至合

同负债 

应交税费 916,900,695.00 645,119,763.32 42.13% 
主要是本期公司根据国家财税扶持政

策，申请相关税费延后缴纳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628,811.07 0.00 -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并入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其他收益 9,967,668.05 28,355,722.05 -64.85% 
主要是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

府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825,821.92 37,675,507.58 -87.19% 
主要是本期到期理财产品较去年同期

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2,457.66 -3,124,663.88 -97.68% 
主要是本期处置的资产较去年同期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221,593.14 372,603.71 1033.00% 
主要是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无直

接关系的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153,435.17 0.00 - 
主要是本期公司为抗击新冠疫情定向

捐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4,456,412.40 53,066,226.98 681.02%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预先收到的现金

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229,690.77 221,664,918.34 -65.16%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净回

收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93,111.66 -280,514.02 -3163.34% 

主要是本期对新收购的合肥燕庄食用

油有限责任公司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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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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庞康 

日期 2020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