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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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翠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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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221,792.70 6,658,923,560.27 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90,888,509.12 4,615,875,380.5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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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35,494.04 395,405,038.67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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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086,512.55 1,153,354,570.47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996,448.44 206,286,505.32 -1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964,823.32 203,628,873.20 -1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5.09 减少 1.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7 0.2589 -15.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7 0.2589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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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7,7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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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7,409.7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1,720,5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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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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5,160.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3,502.37 

所得税影响额 -1,195,710.52 

合计 5,031,6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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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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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8,520,905 24.92  质押 157,01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322,144 13.60  无  其他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10.7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4,000,114 4.27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1,000,115 3.89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1,256,795 1.41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优质企业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4 1.13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0.88  无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6,195,102 0.78  无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6,130,575 0.7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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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8,520,905 人民币普通股 198,520,9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322,144 人民币普通股 108,322,144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人民币普通股 85,42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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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000,114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11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00,115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11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1,256,795 人民币普通股 11,256,79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优质企

业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4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丰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6,195,102 人民币普通股 6,195,10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6,130,575 人民币普通股 6,130,5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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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年同期数 增长额 增长比 

货币资金 421,758,504.02 241,700,996.57 180,057,507.45 74.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1,630,674.65 779,007,720.05 -327,377,045.40 -42.02% 

预付款项 15,954,545.15 5,114,652.24 10,839,892.91 211.94% 

其他流动资产 2,040,121,550.23 1,324,159,902.90 715,961,647.33 54.07% 

长期待摊费用 12,954,195.86 9,569,465.87 3,384,729.99 35.3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110,732.58 39,184,883.74 26,925,848.84 68.71% 

使用权资产  5,441,246.89  -    5,441,246.89   

短期借款 760,000,000.00 360,237,800.00 399,762,200.00 110.97% 

应付票据 36,195,000.00 59,566,000.00 -23,371,000.00 -39.24% 

合同负债 256,383,030.47 184,790,389.33 71,592,641.14 38.74% 

销售费用 152,980,844.92 122,639,559.08 30,341,285.84 24.74% 

管理费用 74,040,790.86 60,768,178.79 13,272,612.07 21.84% 

研发费用 41,777,447.63 30,614,049.28 11,163,398.35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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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4,116,340.34 6,367,760.93 -2,251,420.59 -35.36% 

利息费用 5,031,898.49 2,586,086.84 2,445,811.65 94.58% 

利息收入 952,771.77 380,078.92 572,692.85 150.68% 

投资收益 6,460,929.94 13,020,934.56 -6,560,004.62 -50.38%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161,849.02 5,533.71 -167,382.73 -3024.7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9,894.43 - -109,894.43 
 

信用减值损失 43,459.41 307,900.44 -264,441.03 -85.89% 

资产处置收益 -11,341.58 -267.79 -11,073.79 4135.25% 

加:营业外收入 1,763,853.49 200,101.27 1,563,752.22 781.48% 

减：营业外支出 539,621.88 1,306,179.36 -766,557.48 -58.6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023,997.35 4,911,396.26 4,112,601.09 83.7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853,031,450.92  620,380,537.56  232,650,913.36 37.5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1,921,974.71 3,536,706.58 8,385,268.13 237.0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518,240.00 700.00 1,517,540.00 216791.4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93,000,000.00 1,550,000,000.00 843,000,000.00 54.3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1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5,013,750.00 22,437,500.00 -17,423,750.00 -77.6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52,499.99  100,000.00  352,499.99 352.50%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28,405.15 15,367.32 13,037.83 84.84% 

 

说明： 

科目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正常经营积累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司总部、中汇合创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减少，美味鲜银行理财增加，综合

影响本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 

预付款项 美味鲜、中炬精工预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公司总部大额定期存单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美味鲜下属子公司厨邦公司本期新增腐乳搬迁项目影响长期待摊费用支出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美味鲜及其下属子公司厨邦、阳西美味鲜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加；创新科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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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孵化器二期工程款增加。 

使用权资产 

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在租

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本期初确认一项

租入资产使用权资产影响。 

短期借款 美味鲜本期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票据 美味鲜本期票据业务减少。 

合同负债 中炬高新本期岐江东岸预售款项增加。 

销售费用 美味鲜本期促销推广及运输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美味鲜本期管理人员薪酬福利增加、物料辅助服务费增加及咨询费等项目支出

增加。 

研发费用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厨邦、阳西美味鲜公司本期研发项目增加，相应研发材料支

出增加。 

财务费用 

美味鲜上期支付票据贴现手续，本期无相关业务支出，影响本期财务费用减少；

公司总部存量资金增加及智能活期存款业务增加，影响本期活期存款利息增

加；美味鲜本期存量银行贷款增加，影响本期利息费用支出增加，综合影响本

期财务费用减少。 

利息费用 美味鲜本期存量银行贷款增加，影响本期利息费用支出增加。 

利息收入 
公司总部存量资产增加及智能活期存款业务增加，影响本期活期存款利息增

加。 

投资收益 公司总部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收益减少。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联营企业天骄稀土亏损，影响本期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公司总部处置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中汇合创本期收回应收房产销售款，影响本期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美味鲜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厨邦公司本期收到违约金增加；美味鲜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增加。 

营业外支出 公司总部及美味鲜本期对外捐赠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美味鲜本收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收到无法区分具体客户及转错收款账户款项

（需退回）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美味鲜原材料采购单价及采购量上升，采购金额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公司总部本期结构性存款及大额存单利息收益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美味鲜本期资产处置业务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公司总部本期大额存单投资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美味鲜本期取得银行贷款金额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 公司总部上期兑付已到期公司债 4亿元，本期无相关业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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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公司总部上期支付到期公司债利息，本期无相关支出；美味鲜本期银行贷款利

息支出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公司总部上期支付超短融融资项目咨询费增加，本期无相关费用支出；根据新

租赁准则要求，本期无相关费用支出；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将支付租赁负债

本金和利息所的现金应当计入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

的影响 
主要是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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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至2020年10月，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司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中山市第一人

民法院提起三起诉讼，分别要求本公司按双方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签订的三份《土地使用权转

让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合同的约定将三块面积为1,043.8251亩、1,129.6675亩及797.05315亩的土

地使用权交付并办理不动产权证给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发布的《中炬高新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2020-035号）与2020年

10月12日发布的《中炬高新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2020-036号）。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上述案件中前两块土地案件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第三块土地案件处于

管辖权异议二审审理阶段。本公司账面不存在上述三块土地使用权，与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

司亦无与案件相关往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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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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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经营情况的补充说明 

营业收入方面 

2021年 1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2.63亿元，同比增加 1.10亿元，增幅 9.51%。其中公司本部

营业收入 818.91 万元，同比增幅 36.10%；美味鲜公司营业收入 12.35亿元，增幅 10.01%；中汇

合创营业收入 39.26万元，同比减幅 95.50%；中炬精工营业收入 1,722.54万元，同比增幅 23.90%。 

利润方面 

2021年 1季度实现合并净利润 1.87亿元，同比减幅 16.3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5亿元，

减幅 15.17%。其中公司本部亏损 1,248万元，同比增亏 1,048万元；美味鲜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 1.88亿元，减幅 8.97%；中汇合创亏损 37.69 万元，减幅 120.67%；中炬精工实现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 14.41万元，同比减幅 80.57%。 

 

 

公司名称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琳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