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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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刘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慧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牟芹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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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106,999.69 2,024,801,084.11 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41,128,687.21 1,026,346,119.83 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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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85,481.64 102,218,317.98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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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735,400.65 1,217,207,650.47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28,168.53 117,669,165.50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980,544.57 123,261,138.56 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1 12.13 减少 3.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93  0.5681  -19.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93  0.5681  -19.15 

说明：公司于 2020年 1月完成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总股本由 207,114,418股增加至 268,599,337

股，因此每股收益相关指标与上年同期口径不同。若按照最新总股本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

益为 0.4495元/股，稀释每股收益为 0.4495元/股，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幅均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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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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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43,415.41 -19,005,888.42 
主要系子公司

处置牛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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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9,095.86 9,537,724.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2,312.12 -725,288.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6,533.13 2,266,604.06   

所得税影响额 -870.35 174,471.48   

合计 1,449,031.11 -7,752,3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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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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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9,169,735 29.48 0 无  国有法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719,460 8.83 0 质押 6,500,00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177,379 1.93 0 无  其他 

十二师国资公司－中信建投－20国资 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 
4,362,795 1.62 0 无  其他 

姚伟 2,450,000 0.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3,000 0.88 0 无  其他 

员慧 2,278,650 0.8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014,576 0.75 0 无  其他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派 6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0.74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75,120 0.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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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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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9,169,735 人民币普通股 79,169,73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719,460 人民币普通股 23,719,46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177,379 人民币普通股 5,177,379 

十二师国资公司－中信建投－20国资 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 
4,362,795 人民币普通股 4,362,795 

姚伟 2,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3,000 

员慧 2,278,650 人民币普通股 2,278,65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014,576 人民币普通股 2,014,576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派 6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75,120 人民币普通股 1,975,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第一大股东均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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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20,284,048.26  143,337,136.59  193.21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

券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应收账款 87,393,008.73  47,726,458.34  83.11  
主要系报告期学生奶和哺育工程牛

奶货款延期回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969,683.28  1,911,255.05  473.95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天润唐王城处

于建设期，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37,140,744.83  58,755,248.86  133.41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天润唐王城处

于建设期，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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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0.00 30,5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到期银行承兑汇

票所致 

应交税费 11,873,208.39  8,881,851.70  33.68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

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0,560,695.72   101,162,140.67  38.95  
主要系报告期材料及促销费用投入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878,659,576.31  503,420,000.55  74.5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

券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81,110,880.23 130,246,514.01 39.0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运费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9,112,306.60 83,592,510.73 353.5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

券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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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0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873.5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2.82

万元，乳制品销量 14.68万吨。 

 

 

                                                              

公司名称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刘让 

日期 2020年 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