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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

度财务报表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公司 2021年 3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 至 3 月的利

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441,703.96 7,901,136.0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0 0 

应收账款 12,616,337.52 26,194,577.3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778,100.65 5,795,901.8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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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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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1,533,909.32 1,616,652.2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2,193,020.91 6,235,196.69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7,597.22 47,597.22 

其他流动资产 157,715.84 899,695.64 

流动资产合计 46,768,385.42 48,690,757.0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0 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0 0 

固定资产 4,086,987.91 3,861,884.24 

在建工程 609,201.00 440,259.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58,215.40 158,215.40 

开发支出   

商誉 0 0 

长期待摊费用 1,417,049.68 1,419,200.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027.81 93,027.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64,481.80 5,972,587.13 

资产总计 53,132,867.22 54,663,344.1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000,000.00 13,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120,754.19 4,763,908.5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648,673.76 420,633.8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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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75,781.06 

应交税费  1,560,439.49 

其他应付款 269,550.30 305,765.6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038,978.25 20,626,528.6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0 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0,038,978.25 20,626,528.6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5,000,000.00 3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96,047.04 1,096,047.0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36,647.51 536,647.5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538,805.58 -2,595,879.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093,888.97 34,036,815.44 

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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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3,093,888.97 34,036,815.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53,132,867.22 54,663,344.13 

法定代表人：林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妍        会计机构负责人：汤小燕 

 

 

(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337,172.71 6,244,988.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437,056.76 15,723,974.74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805,844.36 2,452,713.57 

其他应收款 10,407,100.63 20,208,304.4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310,233.89 5,655,161.9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7,597.22 47,597.22 

其他流动资产 28,158.31 7,158.03 

流动资产合计 47,373,163.88 50,339,898.6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086,987.91 3,861,884.24 

在建工程 609,201.00 440,259.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58,215.40 158,215.40 

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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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417,049.68 1,419,200.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027.81 93,027.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64,481.80 5,972,587.13 

资产总计 53,737,645.68 56,312,485.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000,000.00 13,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031,113.81 4,763,908.5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895,492.29 336,314.6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575,781.06 

应交税费  1,560,439.49 

其他应付款 269,550.30 305,765.6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196,156.40 20,542,209.4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8,196,156.40 20,542,209.4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5,000,000.00 35,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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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096,047.04 1,096,047.0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36,647.51 536,647.5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91,205.27 -862,418.2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541,489.28 35,770,276.3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53,737,645.68 56,312,485.76 

 

(三)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17,011,191.37 6,772,537.05 

其中：营业收入 17,011,191.37 6,772,537.0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8,065,749.74 8,298,407.40 

其中：营业成本 12,663,303.00 4,950,014.9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83,128.93 30,737.17 

销售费用 2,646,378.78 1,593,336.25 

管理费用 2,431,125.73 1,680,610.22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41,813.30 43,708.83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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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4,558.37 -1,525,870.35 

加：营业外收入 151,906.11 129,372.20 

减：营业外支出 1,240.00 1,688.8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903,892.26 -1,398,186.95 

减：所得税费用 39,034.21 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42,926.47 -1,398,186.9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942,926.47 -1,398,186.9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

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942,926.47 -1,398,186.9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

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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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942,926.47 -1,398,186.95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942,926.47 -1,398,186.9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法定代表人：林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妍        会计机构负责人：汤小燕 

 

 

(四)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17,492,730.31 6,772,537.05 

减：营业成本 12,663,302.98 4,950,014.93 

税金及附加 183,128.93 30,737.17 

销售费用 2,894,917.80 1,593,336.25 

管理费用 1,949,586.71 1,680,610.22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42,212.85 43,708.83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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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0,418.96 -1,525,870.35 

加：营业外收入 151,906.11 129,372.20 

减：营业外支出 1,240.00 1,688.8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89,752.85 -1,398,186.95 

减：所得税费用 39,034.21 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8,787.06 -1,398,186.9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28,787.06 -1,398,186.95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28,787.06 -1,398,186.9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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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6,539,990.82 12,338,889.4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83,807.58 319,400.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623,798.40 12,658,289.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888,459.73 2,292,730.1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062,757.50 2,249,650.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46,456.04 271,659.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68,499.47 1,505,224.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666,172.74 6,319,26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7,625.66 6,339,024.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487,533.10 48,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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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7,533.10 48,01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533.10 -48,018.4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5,375.01 38,938.8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375.01 5,038,938.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75.01 -5,038,938.8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44,717.55 1,252,067.3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01,136.03 3,914,333.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245,853.58 5,166,400.65 

法定代表人：林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妍    会计机构负责人：汤小燕 

 

 

(六)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472,029.55 12,338,889.4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062,781.02 319,400.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534,810.57 12,658,289.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130,303.35 2,292,730.1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829,757.50 2,249,650.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46,456.04 271,659.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82,023.70 1,505,2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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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788,540.59  6,319,26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46,269.98  6,339,024.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487,533.10 48,018.46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7,533.10 48,01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533.10 -48,018.4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5,375.01 38,938.8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375.01 5,038,938.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75.01 -5,038,938.8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133,361.87 1,252,067.3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03,810.84 3,914,333.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337,172.71 5,166,400.65 

 

 

本公告所披露的数据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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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