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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21,591,5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龙鱼 股票代码 3009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Ang Bee Ling（洪美玲） 田元智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379

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379

号 

传真 021-3182 2065 021-3182 2065 

电话 021-3182 3188 021-3182 3188 

电子信箱 jinlongyu_ir@cn.wilmar-intl.com jinlongyu_ir@cn.wilmar-int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厨房食品、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随着 1991 年第一瓶“金龙鱼”小包装食用

油面世，公司深耕厨房食品领域，经过 30 年的发展，“金龙鱼”品牌深入人心，成为市场认可度和美誉度双高的知名品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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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托食品加工产业链以及在全国的战略性布局，公司在饲料原料和油脂科技领域也有重要的市场地位，产品品类丰富，

成为业内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以厨房食品为重心，围绕调结构、扩品类、拓渠道、控成本等主要目标推进工作，

不断夯实核心竞争力，推动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厨房食品、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产品涵盖食用油、大米、面粉及挂面、调味品、食品原辅

料等家庭及工业用厨房食品；豆粕、麸皮、米糠粕等饲料原料；以棕榈油等油脂为原料生产的油脂基础化学品、油脂衍生化

学品、营养品、日化用品等油脂科技产品。公司的主要产品如下：  

 

 

（三）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品类主要分为大豆、水稻、小麦、油脂等农副产品和包材辅料及设备类两大类。为提高采购效率并兼顾灵活性，

农副产品采购由公司各事业部统筹规划、各下属工厂按照事业部指导实施具体采购工作。各事业部根据每年的销售及生产计

划制定总体采购方案，并将采购方案分解至各工厂。各工厂根据自身生产计划提前确定采购的品种、数量及到货时间等要求，

经事业部同意后，向供应商下达具体采购指令，工厂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采购计划来满足生产与销售。 

对于采购需求集中的包材或金额较大的生产设备，为发挥集采成本优势，由供应链管理部或各产品事业部统一进行商业

谈判；对于采购需求较小或区域调配物流成本较高的包材、辅料及小额备品备件等，则由各工厂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采购。 

公司坚持与品牌供应商合作，不断提升采购质量，良好的商业信誉使公司拥有一批稳定而质优的长期合作供应商。 

2、生产模式 

基于全国战略布局，公司建立了高效协同的生产网络，并通过大型综合企业群实现效率最大化和规模经济，在泰州、秦

皇岛、上海、连云港、防城港等地建立了多个综合企业群。综合企业群通过将产业链上下游的工厂集合于一个生产基地内，

一间工厂的产成品是另一间工厂的原材料，从而降低整体的物流和库存成本。为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兼顾灵活性，公司生产采

用各事业部统筹，各工厂执行具体生产计划的运作模式。公司各事业部生产规划部门结合总体需求计划、产能情况、市场行

情波动等情况制定总体生产规划。工厂根据事业部规划，结合区域内客户需求、自身产能、产品生产周期、各品类潜在销量

波动等因素制定具体排产计划，实施日常管理。工厂制造部门根据排产计划组织生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生产模式以自产为主，在生产高峰期由于产能利用紧张，存在极少部分产品由外协厂商代加工情况，以满足产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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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供应需求。 

公司高度重视生产管理，在事业部之间、工厂之间、事业部与工厂之间建立了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公司拥有覆盖全国

的供应链管理及生产能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及协调生产，满足客户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产品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针对不同的产品及销售渠道设立了不同的事业部进行专业化管理，其中厨房食品下分设消费品、餐饮、食品工业、

烘焙四大渠道事业部，负责各渠道的建设及营销管理。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经销和直销。经销模式指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相

关协议，由经销商在约定的期限和地域内销售指定商品；直销模式指除经销模式外，公司直接和客户签署购销合同，将商品

销售给客户。 

零售渠道下的农贸市场、粮油批发店、福利团购等通道以经销为主，大型商超及零售连锁企业以直销为主。餐饮渠道下

中小餐饮、快餐连锁等以经销为主，大型企业食堂、连锁酒店、连锁餐饮等大型客户则以直销为主。对于食品工业渠道下的

大型食品企业，公司以直销模式服务客户，对于一些小型或区域性的食品工业企业，则通过经销模式开展生意。对于饲料原

料及油脂科技产品，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 

经过多年的市场耕耘，公司在国内构建了强大的营销网络，点面结合，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和相关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除了传统的经销、直销模式，公司也在不断的推动销售模式创新，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等模式引领消费升级，

驱动品牌智能发展，打造高效便捷的厨房食品一站式供应平台。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和建设，品牌优势凸显，同时基于全国布局的综合

企业群以及产业链优势，公司在成本控制方面更具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9 亿元，同比增长 14.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 亿元，同比增长 11%，业绩同比变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1、厨房食品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食用油既有的品牌运营及渠道经营优势，持续拓展产品销售网络，强化市场营销工作，加大对大米、

面粉、醋、酱油等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力度。 

    此外，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公司持续推广现有的高端产品及更多优质新产品，使得公

司优质且营养的产品的销量不断增长。公司也进一步增加工厂布局，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升级，满足市场需求。另外，疫情期

间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和面向食品工业客户的产品销量提升，弥补了餐饮渠道产品销量的下滑，总体销量稳步增长。 

以上因素促使公司厨房食品的销量、收入和利润均有所增长。 

2、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 

报告期内，非洲猪瘟对饲料原料业务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国内生猪存栏量明显回升，饲料原料业务的销量、收入和利

润均有所上涨。2020 年 4 季度相比 2019 年 4 季度，饲料原料业务的业绩有所下降，主要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基于套

期保值的衍生品截至年末按市值计价的损失影响，该业务下的业绩在期后随着销售能够逐步转回。 

油脂科技板块克服疫情挑战，业务按规划稳步发展，产业链布局持续优化。 

 

（五）行业发展阶段 

1、厨房食品 

1）食用油行业 

中国食用油行业近年来发展比较稳定，增速平缓，但市场空间广阔。作为居民日常基本的必需消费品，食用油行业仍然

存在较大市场机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健康安全高品质的食用油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未来食用油将

在包装化、品牌化、高端化方面形成合力，推动行业质的提升和盈利空间的上移。食用油行业竞争高度集中，品牌和龙头企

业优势明显，依托有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在成本效率、产品研发、品牌塑造方面已领跑市场，未来优势有望进一

步扩大，预计份额将进一步集中，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主导整个行业的发展。 

2）大米行业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同时也是大米第一产量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2020 年水稻产

量 2.1 亿吨，消费量 1.9 亿吨。我国是水稻种植大国，由于大米加工行业进入壁垒较低，我国大米加工的企业数量众多，但

规模化的品牌企业较少，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结构单一，过度集中于产业链低端。未来，大米行业在品牌整合，高端产品

打造，副产品利用等方面有很大的市场机会，预计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品牌有望做大做强，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安全营

养稻米的消费需求。 

3）面粉行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面食品生产和消费国，面制品是中国家庭必备的主食之一。随着消费者饮食结构的变化，近年来面

粉消费量整体比较平稳，主要的变化在于结构差异，食品工业粉、专用粉占比将会增加，民用粉中的蒸煮通用类产品会逐步

细化。食品安全及加工现场管理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健康、营养的面粉制品受到大众欢迎。主食工业化发展很快，未来消

费者对于高品质高营养的面粉产品、主食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小麦制粉是一个传统产业，随着消费需求和产品结构的变化，面粉行业近年来不断在向规模化、专业化、集团化发展，

行业集中化趋势将愈加明显，对产品研发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取、客户服务能力等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集团化的加工企业将

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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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 

1）饲料原料行业 

饲料原料主要包括豆粕、菜粕等蛋白类产品，米糠、麸皮等纤维类产品，玉米、高粱等能量类产品，作为饲料生产企业

的原料进一步加工成为饲料产品，大部分被用于生猪和家禽的饲养。2020 年饲料行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生猪产能快

速恢复、饲料产量保持增长，为饲料原料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受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以及下游饲料产品对品质化、专

业化、功能化的全面追求，饲料原料的加工企业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有着成本优势、产品优势、研发优势的企业将会

在竞争中受益，市场占有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2）油脂科技行业 

油脂科技行业包含油脂基础化学品、油脂衍生化学品、营养品以及日化用品等细分行业。21 世纪初以来，油脂科技行

业快速发展，国外大型跨国企业纷纷进入国内油脂科技领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同时，国内有实力的企业

也积极新建或扩建产能，企业生产规模与集中度大幅提高。2020 年，面对疫情挑战，国家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制定稳

增长策略，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为油脂科技行业稳定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油脂科技行业

大力推行科技创新，研发废弃油脂以及油脂化工副产品的深度利用技术，采用可再生资源为原料不断推出功能性的油脂科技

产品，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周期性特点 

1、厨房食品 

油米面等厨房食品属于日常消费品，需求比较稳定，因此不具备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2、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 

由于养殖行业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周期波动性，因此饲料业的销量和利润水平也会发生周期性波动，从而导致上游的饲料

原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周期性。油脂科技行业包含油脂基础化学品、油脂衍生化学品、营养品以及日化用品等细分行业，上述

细分行业未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七）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之一，旗下拥有“金龙鱼”“欧丽薇兰”“胡姬花”“香满园”“海皇”“丰苑”“金味”“锐

龙”“洁劲100”等知名品牌。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2020年最新数据，“金龙鱼”品牌价值超过人民币450亿元，是家喻户晓的综

合食品品牌。根据尼尔森2020年最新数据，公司在小包装食用植物油、包装面粉、包装米现代渠道市场份额排名均为第一。

公司在饲料原料、油脂科技行业市场占有率排名也跻身前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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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94,921,555 170,743,420 14.16% 167,073,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0,874 5,408,025 10.96% 5,12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91,835 4,477,513 96.36% 4,215,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8,688 13,528,181 -91.14% 2,254,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 1.11 9.01%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 1.11 9.01%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8.72% -0.09% 9.0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9,177,322 170,684,965 4.98% 169,420,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533,600 64,799,182 28.91% 59,21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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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915,807 47,057,332 53,020,102 54,928,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160 1,791,528 2,082,151 911,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0,241 1,523,017 3,397,923 2,530,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24,560 2,060,742 108,358 -8,794,9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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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3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6,22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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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hos 境外法人 89.99% 4,878,944,439 4,878,944,439 无质押或冻结 - 

融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29,997,312 29,997,312 无质押或冻结 -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39% 21,158,942 18,385,442 无质押或冻结 -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9% 15,482,478 15,482,478 无质押或冻结 - 

人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15,482,478 15,482,478 无质押或冻结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9% 15,482,478 15,482,478 无质押或冻结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7,741,239 7,741,239 无质押或冻结 -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华侨

城文化产业股权投资母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0.14% 7,741,239 7,741,239 无质押或冻结 - 

中金公司－中国银行－

中金公司益海嘉里 1 号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2% 6,729,202 6,729,202 无质押或冻结 - 

北京物美通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物美通

达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

其他 0.11% 5,805,929 5,805,929 无质押或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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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深 

其他 0.11% 5,805,929 5,805,929 无质押或冻结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以及上述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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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 Bathos 的 100%权益由丰益国际间接持有，因丰益国际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故而公司报告期内

无实际控制人，详见招股说明书之“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之“3、实际控制人情况”。丰

益国际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面前，公司

迎难而上，在各级管理层带领下捐资捐物，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全力响应国家稳价保供号召。在积极抗疫的同时，公司各下

属企业认真贯彻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管理目标，在运营管理、精益生产、质量管控、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客户服务等方面

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各企业管理效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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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由此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上市后，公司将能够通过资

本市场的助力加速业务健康高效发展，同时，也能够使公众了解一个更加透明规范的公司，并且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食用油既有的品牌运营及渠道经营优势，持续拓展产品销售网络，强化市场营销工作，加大对大米、

面粉、醋、酱油等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力度，同时，公司充分发挥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推出例如“零反式脂肪”系列食用油、

功能性面条等新品，将更优质健康的产品推向市场，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对健康饮食的需求，取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公

司的优势和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此外，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公司持续推广现有的高端产品及更多优质新产品，使得公

司优质且营养的产品的销量不断增长。公司也进一步增加工厂布局，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升级，满足市场需求。另外，疫情期

间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和面向食品工业客户的产品销量提升，弥补了餐饮渠道产品销量的下滑，总体销量稳步增长。

以上因素促使公司厨房食品的销量、收入和利润均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2%；利润总额 8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

年公司重点开展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组织复工复产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整个经济节奏，公司根据国家疫情防控要求，第一时间调配资源，捐资捐物，同时积

极组织复工复产，并向广大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发出倡议书，号召大家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粮油供应，杜绝囤积居奇，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公司旗下 60 多家粮油加工企业被各级政府指定为重点生活物资保供企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

司向全国发运米、面、油、挂面等粮油产品总计约 182 万吨，为保障市场供应和稳定物价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疫情的影响，公司各个渠道的销量出现结构性变化，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和面向食品工业客户的产品销量提

升，而餐饮业受到冲击，餐饮渠道产品销量出现下滑。公司面对挑战，针对各个渠道的特点加大营销及服务力度，使报告期

总体销量稳步增长，其中零售及餐饮渠道的合计销量约 1,264 万吨，相较上年增长 6.9%。 

（2）加快建设生产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建设米、面、油等生产基地，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投产生产基地 66 个，并正在建

设数个生产基地，进一步增加厨房食品的生产网点，扩大相应的产能规模。公司利用广泛布局的生产基地，结合各地的采销

情况和优势资源，不断优化产能布局，调整产品的供应基地，使物流半径大大缩短，成本有效降低，服务市场的能力快速提

升。此外，公司在各地布局的生产基地有利于使用本地特色原料和进口原料来生产不同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3）加速推进新品研发 

公司利用强大的研发及技术优势不断推出新品，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引领行业绿色健康消费理念。2020 年，公司推出

“零反式脂肪”系列食用油、地方特色风味食用油、地方特色大米、功能性面条等新品，满足消费者对营养健康厨房食品日

益增长的需求，进一步引导消费升级。 

（4）持续推广高端产品 

为满足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厨房食品的需求，公司持续加大高端产品的推广力度。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联动，

强化场景营销和体验营销，积极培育市场。食用油方面，公司高端产品“金龙鱼”稻米油、外婆乡小榨菜籽油、“欧丽薇兰”

橄榄油、“胡姬花”花生油等产品均取得了较好的市场表现。同时公司积极延伸消费者赛道，推出小众化的精品油种满足部

分人群需求。大米方面，高端品牌“乳玉皇妃”、“稻谷鲜生”系列产品持续热销，同时公司贴合各地的饮食习惯和特点，陆

续推出“金龙鱼”月牙香米、“金龙鱼”巴蜀香米、“金龙鱼”玉润钱塘珍珠香米等地方特色产品，市场反馈良好。面粉方面，

公司深入研究各个渠道的消费需求，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精准营销，高端产品“金龙鱼”河套平原雪花粉、“金龙鱼”澳大

利亚麦芯小麦粉等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销量实现稳步增长。 

（5）继续加强品牌建设 

公司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及 2020 年东京、2022 年北京、2024 年巴黎连续三届中国奥运代表团官方赞助

商，报告期内持续大健康战略，通过媒介传播、公关活动、渠道营销等举措激活和提升品牌影响力。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开展

保供、保质、保价行动，提升品牌美誉度和认同感；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平台、户外媒体等全面倡导健康膳食、健康运动

的生活理念，同时邀请多位品牌大使溯源见证产品品质；与诸多电商平台联合开展促销活动，与多个一线品牌跨界联名合作，

加深品牌渠道布局，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金龙鱼品牌继续高居中国品牌力指数（C-BPI）食用油、面粉品类榜

首。 

（6）积极拓展业务领域 

公司坚持综合经营的商业模式，通过并购、合营等方式不断拓展新的品类和产品线，持续扩大业务领域和范围，稳步推

进高增长和互补性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和英联马利合营增加酵母业务，进一步丰富公司厨房食品的品类。同时通过并

购德立安公司扩展业务渠道。 

（7）扎实推动精益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落实精益思想，扎实推动精益管理。供应链端到端管理优化项目是公司持续开展的重点改善项

目，由事业部主导，工厂各模块人员全面参与，通过对计划、采购、生产、交付等模块全链条的梳理和优化，公司管理效率

持续提升，成本更具竞争力，对市场的响应更快更高效。 

（8）大力倡导管理创新 

勤奋创新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公司高度重视创新工作，鼓励员工全员参与，已形成体系化、机制化、常态化的创

新文化。2020 年，公司创新工作跃上新台阶，涌现出“浓缩蛋白创新”、“植物甾醇得率优化”、“精炼工艺改进”等优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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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时公司将最佳实践在集团内复制推广，由点到面，稳步推进，助力公司取得良好业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税前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税前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厨房食品 121,202,387 6,628,048 13.00% 11.42% 24.14% 0.36% 

饲料原料及油脂

科技 
72,490,178 2,112,164  10.66% 18.93% 24.08% 1.9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公司有33家控股公司，其中22家为新设立的公司，11家为收购并入的公司；本年度因股

权转让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3家公司。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此处包括所

有的合并范围变化情况，包括新设，并购，处置，注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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