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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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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刘征宇、总经理陈茂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小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乔

彦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6,842,391.67 424,535,370.83 -3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114,908.77 84,028,728.24 -6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075,623.63 84,055,572.77 -6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5,258,963.67 217,157,204.59 -300.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8 0.0831 -66.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8 0.0831 -6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2.49% -1.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499,382,506.19 4,909,669,536.09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95,538,782.58 3,666,874,569.99 0.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7,92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308.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95.05

合计 39,285.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4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5% 642,884,262

山金金控资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山金金控

稳健一号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10,300,000

卢志高 境内自然人 0.32% 3,246,949

谭石庆 境内自然人 0.13% 1,286,701

杨水莲 境内自然人 0.13% 1,273,700

杨剑雄 境内自然人 0.12% 1,255,75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2% 1,165,500

彭伟 境内自然人 0.11% 1,129,082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11% 1,109,3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境外法人 0.10% 1,015,683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42,884,262 人民币普通股 642,884,26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

金金控稳健一号基金

1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0

卢志高 3,246,949 人民币普通股 3,246,949

谭石庆 1,286,701 人民币普通股 1,286,701

杨水莲 1,2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700

杨剑雄 1,255,75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255,7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500

彭伟 1,129,082 人民币普通股 1,129,082

吴浩源 1,109,3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109,3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

LIMITED

1,015,683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015,6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排名第4位的股东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排名第3位的股东部分为信用账户持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9.50%，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项目销售结转同比减少；

销售费用同比减少73.92%，主要原因是一季度营销活动因疫情影响几乎暂停所致；

预收账款期末数比期初数增长59.72%，主要原因是圳通公司一季度工程施工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75.42%，主要原因是缴纳翠林苑土地增值税清算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300.43%，主要原因一是销售资金回笼同比减少，二是支付各项税

费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100%，主要原因是2019年3月22日到期收回9亿元结构性存款本金

与收益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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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控股股东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A股：证券简称：深深

房A，证券代码：000029；B股：证券简称：深深房B，证券代码：200029）自2016年9月14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年9月14日、9月22日和9月2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6-022号）、《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23号）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24号）。 经

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公

告》（2016-025号）， 并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了 《关于签署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 的公告》

（2016-027号）。

2016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的议案》，详见公司2016年11月14日《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39号）。

2016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组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6年12月13日《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47号）。

2017年3月10日，公司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详见公司2017年3月11日《关于投

资者网上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2017-012号）。

2019年12月14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签署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六》 的公告》

（2019-090号），协议将重组合作协议约定的排他期和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为确保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中小股东投资者权益，公

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2020年4月14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预计将在2020年5月14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详见公司2020年4月14日《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2020-028号）。

停牌期间，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2020年04月14日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

公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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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8,000

-

-

12,000 33,315.58 下降 -75.99%

-

-

-6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1

-

-

0.1186 0.3293 下降 -75.98%

-

-

-63.98%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房地产销售结转同比减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项目开发销

售及年度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1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 基本面情

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3月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年度经营情

况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未提供书面

材料

2020年03月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复牌时

间，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3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复牌时

间，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3月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 基本面情

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及计划安排，

未提供书面材料

2020年0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资产重组进展、长期停牌原

因预计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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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上午09∶30

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上午9∶

15至2020年4月29日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征宇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43,456,6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43,456,1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0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72,3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71,8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2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56,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56,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56,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0�《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56,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5.00�《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56,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8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会议听取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钟元茂、陈英革。

（三）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

2020-034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下午在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征宇董事长主持，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详见2020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

2020-035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下午在深房广场47楼会议室

召开第三十五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4人。 监事李雨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此次会议，委托监事任伟代为

表决。 监事会主席戴先华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决议如下：

经审议，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597

公司简称：光明乳业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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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濮韶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瑞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华志勇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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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4,279,298 17,637,106,805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57,090,256 5,717,938,35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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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690,878 245,907,469 -2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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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4,028,633 5,452,163,361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52,462 141,178,400 -4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20,269 170,704,626 -109.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58 减少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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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3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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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05,2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8,915

所得税影响额 -4,819,1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2,045

合计 93,47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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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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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

632,117,066 51.6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0,165,628 3.28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553,523 1.84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9,890 1.63 0 未知 未知

邓佑衔 17,454,701 1.43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5,189,500 1.24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4,000,026 1.14 0 未知 未知

杨荣生 9,592,300 0.7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950,000 0.65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7,793,790 0.64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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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632,117,066 人民币普通股 632,117,06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165,628 人民币普通股 40,165,6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553,523 人民币普通股 22,553,52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9,89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890

邓佑衔 17,454,701 人民币普通股 17,454,7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1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89,50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14,000,026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26

杨荣生 9,592,300 人民币普通股 9,592,3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

7,793,790 人民币普通股 7,793,7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

团）有限公司截止2020年3月31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350,724股，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33,467,79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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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初数

衍生金融资产 1,944,586 30,727,126 -28,782,540 -93.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3,656,014 114,412,625 649,243,389 567.46

短期借款 1,978,736,182 1,493,958,158 484,778,024 32.45

衍生金融负债 420,297,490 28,312,398 391,985,092 1384.50

预收款项 - 1,012,944,395 -1,012,944,395 -100

合同负债 797,359,837 - 797,359,837 不适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59,673,865 188,481,672 -128,807,807 -68.34

其他综合收益 -401,503,132 -163,502,571 -238,000,561 不适用

注：变动的主要原因

1)�衍生金融资产减少，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导致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2)�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本期支付辉山乳业发展（江苏）有限公司及辉山牧业发展（江苏）有限

公司资产竞拍款。

3)�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借款。

4)�衍生金融负债增加，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导致衍生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增加。

5)� 预收款项减少，主要是公司自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预收款项金额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

6)� 合同负债增加，主要是公司自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预收款项金额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

7)�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主要是本期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8)�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减少以及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2.�损益表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税金及附加 16,149,879 23,718,118 -7,568,239 -31.91

研发费用 20,638,537 15,298,208 5,340,329 34.91

财务费用 29,666,687 21,148,805 8,517,882 40.28

其他收益 100,905,227 7,523,640 93,381,587 1241.18

投资收益 1,228,526 460,846 767,680 166.5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147,130 -147,130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2,720,388 -13,534,384 10,813,996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474,012 -11,511,921 10,037,909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33,217 510,300 -643,517 -126.11

营业外收入 6,466,647 2,572,087 3,894,560 151.42

营业外支出 7,514,740 39,327,779 -31,813,039 -80.89

所得税费用 46,934,637 91,664,255 -44,729,618 -48.80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124,016,651 12,788,426 -136,805,077 -1069.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13,983,910 40,710,907 -154,694,817 -379.9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330,787,557 10,455,909 -341,243,466 -3263.64

注：变动的主要原因

1)�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本期收入减少以及自去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下调所致。

2)�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开发支出增加。

3)�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货币资金存量下降，利息收入相应减少。

4)�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5)�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新西兰新莱特外汇远期合同无效套期保值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减少。

7)�信用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上期公司对个别难以收回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8)�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上期子公司新西兰新莱特对客户退回的奶粉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资产转让损失增加。

10)�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牛只淘汰收益增加。

11)�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是本期牛只淘汰损失减少。

12)�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

13)�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新西兰新莱特汇率变动导致现金流量套期损

益的有效部分减少。

1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导致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异减少。

15)�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税后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现金流量套期

损益的有效部分减少以及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3.�现金流量表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9,330,154 37,790,711 71,539,443 189.3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8,073,023 62,222,221 -24,149,198 -38.8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99,673,373 420,487,976 379,185,397 90.1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94,584,888 411,546,539 483,038,349 117.3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12,016,828 843,875,329 -531,858,501 -63.0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4,471,903 425,896 -4,897,799 -1150.00

注：变动的主要原因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牛只处置收入减少。

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支付辉山乳业发展（江苏）有

限公司及辉山牧业发展（江苏）有限公司资产竞拍款。

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本期归还的银行借款减少。

6)�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减少，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对新西兰新莱特现金流量影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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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银行申请贷款的

议案》、《关于向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防疫专项贷款的议

案》（详见2020年3月1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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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濮韶华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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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贲敏女士、唐新仁先生、黄黎

明先生的书面辞呈。 贲敏女士、唐新仁先生、黄黎明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相关规

定，贲敏女士、唐新仁先生、黄黎明先生的辞呈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贲敏女士、唐新仁先生、黄黎明先生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光

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贲敏女士、唐新仁先生、黄黎明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本公司董事会对贲敏女士、唐新仁

先生、黄黎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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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0年4月22日和4月24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五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五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0年4月29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提名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经本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罗海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任期与

本届管理层任期一致。

2020年4月29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董事长提名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2020

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聘任陆骏飞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管理层任期一

致。

2020年4月29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4月30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总经理简历：

罗海，男，1969年11月生，中共党员，MBA。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任光明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奶酪营销中心总经理、华东地区部总经理等职。

副总经理简历：

陆骏飞，男，1978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MBA。 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曾任光明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华北地区部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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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0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本公司

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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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做出的

调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

准则。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2、变更审议程序

2020年4月29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

委员2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2人。 经审议，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一致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2020年4月29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 经审议，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一致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0年4月29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2020年4月29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3人。 经审议，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一致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

结果仅对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012,944,395 -1,012,944,395 -

合同负债 - 1,012,944,395 1,012,944,39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20年3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3月31日

预收款项 797,359,837 -797,359,837

合同负债 797,359,837 797,359,837

项 目

利润表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营业收入 -41,036,650

销售费用 -41,036,65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

独立董事认为：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意见；

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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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的相关规定，现将光明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按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收入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比变动（%）

液态奶 2,783,453,727 3,056,168,151 -8.92

其他乳制品 1,833,366,861 1,716,111,478 6.83

牧业产品 343,909,594 500,005,728 -31.22

其他 142,183,262 142,664,832 -0.34

注：牧业产品收入减少，主要由于本期农牧产品贸易收入减少。

二、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收入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比变动（%）

上海 1,407,885,304 1,379,841,622 2.03

外地 2,277,518,744 2,865,515,807 -20.52

境外 1,417,509,396 1,169,592,760 21.20

三、主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模式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比变动（%）

直营 1,459,879,829 1,373,635,852 6.28

经销商 3,590,967,204 3,867,183,853 -7.14

其他 52,066,411 174,130,484 -70.10

注：其他销售模式收入减少，主要由于本期农牧产品贸易收入减少。

四、2020年第一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数量增减

上海 458个 减少48个

外地 3389个 减少366个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