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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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158,252.45 2,590,315,396.00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1,770,274.74 1,568,334,707.0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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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5,514.31 -55,262,422.1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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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89,932.75 347,454,023.83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35,567.68 19,737,899.73 6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12,446.93 24,541,587.35 2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1.47 增加 0.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7 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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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381.52 主要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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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2,301.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0,027.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8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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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40,981.05   

合计 3,423,1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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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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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32,530 31.10 0 无 0 国有法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411,532 7.60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209,019 3.06 0 无 0 其他 

何俊 1,765,23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徽百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50,000 0.6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员慧 1,617,68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1,387,460 0.5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新民 1,356,800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柯希平 1,034,36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

数派锦绣前程 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0.3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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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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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32,530 人民币普通股 83,532,53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411,532 人民币普通股 20,411,532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209,019 人民币普通股 8,209,019 

何俊 1,765,23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230 

安徽百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 

员慧 1,617,680 人民币普通股 1,617,680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1,387,460 人民币普通股 1,387,460 

王新民 1,3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6,800 

柯希平 1,034,360 人民币普通股 1,034,36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派锦绣前程

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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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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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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24,609,788.87 10,197,019.34 141.34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预付材料款所致 

合同负债 24,332,328.61 38,194,556.73 -36.2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按合同收取款项净额减少

所致 

应交税费 12,736,686.85 9,207,526.27 38.3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955,193.17 4,600,849.35 -35.7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按合同收取款项税额减少

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62,789,932.75 347,454,023.83 33.1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74,972,348.82 250,662,314.07 49.5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以及运费

作为合同履约成本在主营业务成本列示所致 

销售费用 33,989,355.08 52,716,905.78 -35.5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运费作为合同履约成本在

主营业务成本列示所致 

研发费用 1,534,580.41 393,288.98 290.1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959,578.65 -34,549.3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借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712,301.54 2,852,887.29 30.1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1,248.36 9,169,801.61 -93.5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39,323,138.49 20,704,374.74 89.9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营业收入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89,968.29 1,970,330.91 56.8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盈利增加所致 

净利润 36,233,170.20 18,734,043.83 93.41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营业收入

增加所致 

项目 36,233,170.20 18,734,043.83 93.41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175,514.31 -55,262,422.15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收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8,208.33 475,152,948.95 -100.14 主要系报告期筹资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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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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021年 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278.9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3.56

万元，乳制品销量 5.2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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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