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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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伍超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天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世方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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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202,094.76 2,185,494,550.48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38,195,126.47 1,897,911,349.0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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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373.69 85,317,003.07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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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48,276.60 359,375,317.94 3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887,817.49 70,396,189.07 -4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412,235.05 69,889,457.43 -39.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8 4.32 减少2.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1511 -6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9 0.1487 -59.72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87.33%：主要系本期支付原材料、包材、广告费等款项增加，导

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2.91%：主要系本期调味品收入增长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4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

比减少39.32%：主要系本期加大广告宣传及促销力度，导致促销宣传及广告费用同比增幅较大。

4、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减少60.36%、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减少59.72%：主要系本期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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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5,887.4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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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08.0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579,220.6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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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7,940.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32,600.44

合计 -2,524,4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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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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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超群 246,917,280 37.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伍建勇 65,409,964 9.8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MERRILL�LYNCH�

INTERNATIONAL

19,209,754 2.89 0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1,617,222

1.7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8,607,671 1.29 0 无 0 其他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7,698,300 1.16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27,072 1.15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500,020 1.1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800,016 1.0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00,06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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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超群 246,917,280 人民币普通股 246,917,280

伍建勇 65,409,964 人民币普通股 65,409,964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19,209,754 人民币普通股 19,209,75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1,617,222 人民币普通股 11,617,22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8,607,671 人民币普通股 8,607,67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7,6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7,698,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27,072 人民币普通股 7,627,0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500,02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00,016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16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00,063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二大股东伍建勇是第一大股东伍超群的侄子。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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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期末余额 同期/上年末余额 增减率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74,847,322.84 117,463,290.74 -36.28%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支付原材料、工

程款、广告费等增加导致货币资金余

额减少

应收票据 300,000.00 2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370,769.54 32,741,051.39 38.57%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

所致

合同负债 28,477,998.45 20,375,171.30 39.77%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477,648,276.60 359,375,317.94 32.91% 主要系本期调味品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70,615,005.19 182,637,994.00 48.17%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成本增加及执

行新收入准则，将与合同履约直接相

关的运杂费、包装费计入营业成本核

算所致

销售费用 122,705,923.58 73,851,949.76 66.15%

主要系本期促销宣传及广告费增加、

销售人员薪酬总额增加所致；本期执

行新收入准则，将与合同履约直接相

关的运杂费、包装费计入营业成本核

算

研发费用 14,405,514.27 5,296,213.15 172.00%

主要系公司在调味品基础研究、产品

研发、分析检测等方面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4,303.02 -1,588,318.49 -93.43%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减

少所致

其他收益 851,232.37 1,256,026.97 -32.23%

主要系本期收到计入损益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579,220.68 866,721.32 428.34% 主要系本期收到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10,142.58 828,594.13 -161.57% 主要系期末应收款余额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4,433.26 - - 主要系车辆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281,714.60 2,109,112.03 292.66%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318,056.33 12,696,349.01 -34.48%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525,653,454.58 402,004,753.52 30.76%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及销售回

款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430.44 - -

主要系本期收到出口退税款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7,706,767.27 18,488,140.92 -58.3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314,723,641.53 206,442,480.01 52.45%

主要系本期支付原辅料及包材款增

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68,509,384.08 52,246,744.19 31.13%

主要系本期人员增加及薪酬水平上

涨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141,419.24 23,282,538.72 81.00% 主要系本期支付增值税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7,229,833.75 53,204,128.45 82.75%

主要系本期支付促销宣传及广告费

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10,000,000.00 323,000,000.00 -34.98%

主要系本期短期理财产品收回减少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4,579,220.68 1,068,769.42 328.46%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59,400.00 - -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88,340,297.26 32,236,168.30 174.04%

主要系本期60万吨项目厂房建设及

设备购置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0,000,000.00 340,000,000.00 -47.06%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14,887,9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镇江金山寺股

权收购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279,419.05 - - 主要系本期收到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279,419.05 - - 主要系本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22,665.01 - - 主要系本期偿还短期借款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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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投资总额为5.39� 亿元“年产 25� 万吨酿造酱油、食醋生产线扩建项目” 已于 2021� 年 1� 月全面

竣工。

2、公司投资总额为12.60亿元“年产60万吨调味品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周期为2020年1月-2024年12月，

共计5年，分两期建设，其中第一期将完成年产20万吨酱油、10万吨料酒生产线建设，第二期将完成年产30万吨

酱油生产线建设。 截止2021年3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11,341.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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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伍超群

日期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27� � � �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2021-037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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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1日以

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芳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一致认为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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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表决结果：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27� � � � � � � � � �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2021-038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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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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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相关规定，现

将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照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收入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同比变动

酱油 29,415.46 21,938.48 34.08%

食醋 7,690.35 7,396.18 3.98%

2、主营业务按照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同比变动

经销模式 31,713.72 23,558.50 34.62%

直销模式 14,997.32 12,161.59 23.32%

小计 46,711.04 35,720.09 30.77%

3、主营业务按照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同比变动

东部区域 9,232.01 6,546.69 41.02%

南部区域 2,767.55 1,194.24 131.74%

中部区域 3,798.61 2,649.06 43.39%

北部区域 6,189.65 4,856.42 27.45%

西部区域 24,723.22 20,473.68 20.76%

小计 46,711.04 35,720.09 30.77%

二、2021年第一季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东部区域 304 39 8

南部区域 86 9 8

中部区域 310 32 3

北部区域 218 17 25

西部区域 572 64 28

小计 1493 161 72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2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临2021-039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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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变更的情况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应按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其中同意提名毛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情况已于2021年4

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现毛健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为确保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公

司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公司控股股东伍超群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车振明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车振明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进行了审查，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变更的议案》， 同意提名车振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所要求的任职资

格。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

提名人声明详见本公告日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文件。

上述董事会换届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继续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 22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车振明先生简历

车振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9月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微生物学专业，获学士

学位。 1982年进入吕梁学院工作，2002年至今，任西华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

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现任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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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及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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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799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2021年4月22日-2021年7月20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5亿元（其中子公司不超过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

中低风险、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及国债逆回购等品种。 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行使现

金管理投资决策权。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

券商收益凭证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799

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20%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4月22日-2021

年7月20日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安全性风险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经过董事会审议同意，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财务部会进行事前审核与风险评估，所投资产品风险低，流动性好。

公司财务部将跟踪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所投资产品的投向等情况， 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的情况选择相适应的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799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认购金额 3,000万元

起息日 2021年4月22日

到期日 2021年7月20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收益率(年化) 3.2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用于补充发行人（受托人）自有资金，保证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三）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是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风险低，期限较短，对公司现金流动性影响

较小。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风险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本公司应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并选择相适应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3、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本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为上市金融机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受托人符合公

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与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185,494,550.48 2,228,202,094.76

负债总额 287,583,201.48 290,006,96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7,911,349.00 1,938,195,126.47

2020年度 2021年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030,105.44 10,808,373.69

注：2021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3.02%，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金额为3,000万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74,847,322.84的比例为40.08%，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55%，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总资产的比例为1.35%，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

大影响，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三）会计处理

鉴于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一年，符合流动资产的确认条件，故在信息披露或财务报表中均在“其他流动

资产” 项目中列示，赎回时产生的理财收益在“投资收益” 项目中列示。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低风险、流动性好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5亿元（其中子公司不超过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中低风险、流动性好

的理财产品及国债逆回购等品种。 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七、本次到期收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公司已收回该理财产品自有资

金本金和收益，相关协议履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专项271期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25.77 0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民生银行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结构性存款） 1,500 1,500 15.46 0

2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5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0 2,000 186.16 0

3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1,500 1,500 6.07 0

4 中信建投基金-稳富9号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212.46 0

5 中信建投基金-信泽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5,000 58.98 0

6 华泰紫金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份额 5,000 5,000 163.24 0

7 华泰紫金节假日理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0 1,500 15.19 0

8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3,000 3,000 27.04 0

9 非凡资产管理增增日上收益递增系列理财产品 18,000 18,000 87.56 0

10 华泰紫金智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 3,000 15.14 0

11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20�年第4期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式理财产品

5,000 5,000 48.52 0

12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5,000 5,000 47.89 0

13 中信建投基金-信盈双季鑫 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 6,000 54.84 0

14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3,000 28.73 0

15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00 3,000 31.25 0

16 中信建投基金-固益联2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00 7,000 148.58 0

17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570期（189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49.71 0

18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磐石” 848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6,000 6,000 96.08 0

19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598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22.93 0

20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磐石” 86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9,000 9,000 77.67 0

21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288号】 3,000 0 0 3,000

22 华泰证券恒益20019号收益凭证 6,000 6,000 47.34 0

23 华泰证券恒益20044号收益凭证 2,000 2,000 15.61 0

24 华泰证券恒益21002号收益凭证 4,000 4,000 30.25 0

25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专项271期收益凭证产品 3,000 3,000 25.77 0

26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磐石” 885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9,000 0 0 9,000

27 招商证券收益凭证-“磐石” 893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6,000 0 0 6,000

28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专项282期收益凭证产品 3,000 0 0 3,000

29 申万宏源证券金樽1799期(90天)收益凭证产品 3,000 0 0 3,000

合计 134,500 110,500 1,512.47 2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1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3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6,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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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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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月11日

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形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伍超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一致认为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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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毛健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提名车

振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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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取消

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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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7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27 千禾味业 2021/4/27

二、 变更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5.03 毛健

2、取消议案的原因

毛健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鉴于毛健先生不再作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故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召集人决定取消原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的子议案《毛健》。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伍超群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4月16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37.09%股份的股东伍超群，在2021年4月20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

以公告。

3、增加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伍超群先生《关于增加千禾味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说明》，提名车振明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车振明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变更的议案》， 同意提名车振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增加议案

1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的子议案15.03《车振明》。

三、 除了上述变更补充事项外，于2021年4月16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变更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5月7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城南岷家渡 公司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7日

至2021年5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3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 √

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 √

5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年度述职报告》 √

6 《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7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8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2 《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

13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4.01 伍超群 √

14.02 伍建勇 √

14.03 刘德华 √

14.04 徐毅 √

14.05 何天奎 √

14.06 曹洪 √

1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5.01 罗宏 √

15.02 何真 √

15.03 车振明 √

1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6.01 杨红 √

16.02 郑鸥 √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5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3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

4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0年年度工作报告》

5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年度述职报告》

6 《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7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8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9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2 《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3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4.01 伍超群

14.02 伍建勇

14.03 刘德华

14.04 徐毅

14.05 何天奎

14.06 曹洪

1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罗宏

15.02 何真

15.03 车振明

1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16.01 杨红

16.02 郑鸥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

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

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

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

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

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

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

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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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潘连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敬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芳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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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620,108.84 1,348,567,761.67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51,171,741.51 1,211,846,637.1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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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5,523.37 1,062,063.67 1,4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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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91,208.63 17,192,816.50 38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395,765.83 2,126,447.07 1,75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8,973,791.68 2,148,733.39 1,713.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0 0.34 增加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2 1,1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2 1,15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3.27 6.76 增加6.5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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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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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21.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4,178.1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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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337.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1,188.50

合计 421,974.1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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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更多亮照明有限公司 37,003,560 23.13 37,003,560 37,003,560 无 0

境外法

人

矽康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35,550,301 22.22 35,550,301 35,550,301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

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34,841,705 21.78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26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5,342,715 3.34 0 0 无 0

境外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励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73,733 1.80 2,873,733 2,873,733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睿飏灏融

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71,612 1.04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1,623,069 1.01 1,623,069 1,845,869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15,084 0.76 0 0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捷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4,253 0.76 1,214,253 1,214,253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1,878 0.63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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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4,841,705 人民币普通股 34,841,705

626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5,342,715 人民币普通股 5,342,71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睿飏灏融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71,612 人民币普通股 1,671,6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5,084 人民币普通股 1,215,08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11,878 人民币普通股 1,011,87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68,562 人民币普通股 868,562

赵建平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39,507 人民币普通股 739,50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星奕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33,884 人民币普通股 633,884

中金公司－建设银行－中金新锐股票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08,247 人民币普通股 508,2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矽康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晶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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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44,024,277.19 26,687,786.83 64.96

主要系本期行业持续回暖，公司维护原有销售渠

道，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订单增加，出货量增

加所致

预付账款 14,105,584.66 5,271,417.52 167.59

主要系产能利用率增加，对应购买生产物资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233,199.64 10,711,178.49 98.23 主要系购买生产相关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4,741.15 3,875,377.74 -95.23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年终奖发放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4,091,208.63 17,192,816.50 389.11

主要系本期行业持续回暖，公司维护原有销售渠

道，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订单增加，出货量增

加所致

营业成本 27,571,799.63 7,126,911.40 286.87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成本对应增加所致；营业成

本上涨幅度较营业收入上涨幅度低，主要受3个因

素影响：

1.公司产能利用率较同期大幅增加，固定成

本支出摊薄；

2.调整销售产品构成，16寸以上高毛利率产

品销售占比增加；

3.对设备升级改造，优化投料方法，在缩短生

产时间的情况下，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成品率和

产量双重提升

销售费用 801,541.73 354,884.07 125.86

主要系公司出货量增加后，对应地增加了客户维

护及拓展投入

研发费用 11,158,008.72 1,162,910.60 859.49

主要系公司硅零部件及大尺寸硅片的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3,098,328.56 -494,396.42 -526.69 主要系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其他收益 629,296.12 156,579.73 301.9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12,947.81 -189,098.50 -171.26

主要系销售额大幅增加，应收账款大幅增加，按照

准则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727,275.99 -225,030.20 1,311.96 主要系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所得税费用 4,364,417.13 630,867.29 591.81 主要系公司利润大幅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9,395,765.83 2,126,447.07 1,752.66

主要系本期行业持续回暖，公司维护原有销售渠

道，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订单增加，出货量增

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25 0.02 1,150.00

主要系本期行业持续回暖，公司维护原有销售渠

道，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订单增加，出货量增

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665,523.37 1,062,063.67 1,469.16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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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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