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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203068 号）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牧原股份”、“发行人”） 公开

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申请文件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被贵会正式受理。 

贵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03068 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

报会计师”或“我们”）对贵会所提书面反馈意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6、报告期内申请人存货账面价值由 42 亿元增至 140 亿元，生产性生物资

产账面价值由 14 亿元增至 61 亿元。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可比公司的原因为主

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构成存在差异。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

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 相关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

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保持一致，申请人就该类资产核算真实性、准确性的内控措

施；（2）量化分析申请人与同行可比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的差异 情况及原

因，说明报告期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6-1 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相关确认和计量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与同行可比公司保持一致，申请人就该类资产核

算真实性、准确性的内控措施；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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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相关确认和计量 

1、公司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 

公司生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仔猪、保育猪、育肥猪及其他，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存货中核

算。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

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未成熟的种猪、成熟的种猪。 

2、公司生物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外购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

购买价、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自

行繁育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成本包括其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饲料费、

人工费、应分摊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费及其他应分摊

的间接费用等。 

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后续饲料费、人工费及其折旧费等支出归集计入仔

猪成本。 

公司按照规定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根据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实际使用情况和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确定

其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

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估计数存在差异的，作为会计估计变更，进

行调整。公司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列

示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月折旧率 

种猪 30个月 30% 2.333% 

年度终了，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产性生物资

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产

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不再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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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改变用途时，按照改变用途时的账面价值确认转出成

本。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生猪，期末公司对仔猪、保育猪、育肥猪和未成熟种猪盘

点头数和日龄，根据生长日龄及对应的计重参数计量重量；对种猪只盘点头数，

不计量重量。 

消耗性生物资产-生猪、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的种猪在发出时按重量采用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种猪采用个别计价法核算发出

与结存的成熟种猪成本。 

二、相关确认和计量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对生物资产的相关规定 

1、生物资产的分类 

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

包括生长中的大田作物、蔬菜、用材林以及存栏待售的牲畜等。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

资产，包括经济林、薪炭林、产畜和役畜等。 

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括防风

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 

2、生物资产的初始确认 

生物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外购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以及可直

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自行繁殖的育肥畜的成本，包括出售前发生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

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自行繁殖的产畜和役畜的成本，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成龄）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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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3、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 

企业对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按期计提折旧，并根

据用途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损益。 

企业应当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使用情况和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

方式，合理确定其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

限平均法、工作量法、产量法等。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

更。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

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

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

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所述，本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相关确认和

计量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相关确认和计量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比较 

1、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温氏股份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

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包括种蛋、生长中及

存栏待售的畜禽、水产品、用材林等。 

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种鸡蛋、种鸭蛋、种鸽蛋、

胚蛋、鸡苗、鸭苗、鸽苗、猪苗、仔牛、肉鸡、

肉鸭、肉鸽、肉猪、塘鱼、林木。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

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

资产，包括产畜禽、经济林等。 

生产性生物资产为种鸡（包括用于生

产胚蛋的产蛋种鸡）、种鸭、种鸽、

种猪、奶牛。 

新希望 未明确规定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而

持有的生物资产，包括未成熟生产性

生物资产和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 

正邦科技 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仔猪、肥猪、鸭苗； 
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公猪、母猪、种

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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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天邦股份 
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

物资产。 

牧原股份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

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分

为生猪类及其他，生猪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仔

猪、保育猪、育肥猪；其他消耗性生物资产指绿

化环保用林木等。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

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

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未成熟

的种猪、成熟的种猪，种猪包括种公

猪和种母猪。 

2、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相关确认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温氏股份 

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行繁

殖或养殖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为该资产在

出售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必要支出，

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收获后发生的管护、饲养费用

等后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收获或出售时，采用加权平均

法按账面价值结转成本。 

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

量。自行营造或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

产的成本，为该资产在达到预定生产

经营目的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

产的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借款费用。 

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

产经营目的后发生的管护、饲养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新希望 未明确规定。 

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

量：(1)外购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

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

的其他支出。(2)自行繁殖的产畜成本，

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成龄）

前发生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

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3)投资者投入

生物资产的成本，按照投资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

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正邦科技 

公司取得的生物资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外购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

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投资者投

入的生物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生物资产的入

账价值，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确定实际成本。 

自行繁殖或养殖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按照

其在出售前发生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

接费用等必要支出确定； 

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分为哺乳仔猪、保育仔猪、

生长育肥猪。其成本包括饲料费、人工费、兽药

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及及其他间接费用等。哺乳

仔猪是指处于出生日至断奶日阶段的猪，从出生

至体重约 6 公斤；该阶段成本包括种猪的折旧费

用、饲养费用。保育仔猪是指断奶后至转育肥栏

自行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

按照其达到预计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

的饲料费、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

用等必要支出确定。 

生物资产在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后

发生的管护、饲养费用等后续支出计

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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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阶段的猪，体重约从 6 公斤至 20 公斤；该阶段

成本包括哺乳仔猪成本、本阶段的饲养费用。生

长育肥猪是指从转入育肥栏至出栏日阶段的猪，

体重约从 20 公斤至 100 公斤；该阶段成本包括保

育仔猪成本、本阶段的饲养费用。 

天邦股份 未明确规定 

发行人 

生猪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仔猪、保育猪、育肥

猪。仔猪是指处于出生日至断奶日阶段的猪；该

阶段成本包括种母猪和种公猪的折旧费用、饲养

费用以及仔猪自身的饲养费用。 

保育猪是指断奶后至转育肥栏阶段的猪。育肥猪

是指从转入育肥栏至出栏日阶段的猪。保育猪成

本包括仔猪成本及本阶段所耗用的饲养成本，育

肥猪成本包括保育猪成本及本阶段所耗用的饲

养成本。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发出时按重量采用月

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 

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

量。 

外购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购

买价、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及

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

出。 

自行繁育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成本包

括其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

饲料费、人工费、应分摊的固定资产

折旧费、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费及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后续饲料

费、人工费及其折旧费等支出归集计

入仔猪成本。 

3、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计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 

1）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计提 

①温氏股份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猪的折旧采用直线法计算，按各类生物资产估计的使用年

限扣除残值后，确定折旧率如下： 

生产性生物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预计残值（元/头） 

种猪 1-3.5 1,100.00 

②新希望 

对于已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

根据其性质、使用情况和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确定其使用寿命、预计净

残值按照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并根据用途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

或当期损益。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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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或生产量） 预计净残值 

种母猪 36 月 500-1400 元/头 

种公猪 18 月 500-1400 元/头 

③正邦科技 

正邦科技对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期

计提折旧。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使用情况和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

式，确定其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

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

调整。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公猪 3 1,000 元/头 - 

母猪 3 1,000 元/头 - 

种鸭 1 15 85 

④天邦股份 

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各类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

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生产性生物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 年折旧率（%） 

种猪 1.5-3 原价的 0% 33.33-66.67 

⑤发行人 

公司按照规定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根据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实际使用情况和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确定

其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

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估计数存在差异的，作为会计估计变更，进

行调整。公司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列

示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月折旧率(%) 

种猪 30 个月 30%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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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资产减值 

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温氏股份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生物资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消耗性生

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应

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

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

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

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新希望 

期末时，当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

成本计量；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

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

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

提；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

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

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则合

并计提；其他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每年年度终了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

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产性生物

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生

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在

资产存续期内不予转回。 

正邦科技 

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

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

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值或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

记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

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

不得转回。 

天邦股份 

公司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计

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 

使消耗性生物资产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消耗性生物

资产按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之存货所述方法计提

跌价准备， 

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

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发行人 

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

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

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 

期末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年度终了，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

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产性生物

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生产

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

不再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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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

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对比，本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恰当，相关确

认和计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三、相关内控措施 

1、公司通过生产管理系统，对种猪进行个体档案管理，从母猪配种怀孕到

仔猪出生到育肥猪上市，形成了一整套的生产管理体系，对猪群的内外部流动进

行实时监控。种猪配种、母猪分娩、生猪转群、生猪销售、生猪死亡等单据经过

相关人员审批后自动更新存栏数据，保证生物资产的核算真实、准确。 

2、公司制定了《生物资产盘点制度》，对仔猪、保育猪、育肥猪和未成熟

种猪盘点头数，根据生长日龄及对应的计重参数计量重量；对成熟种猪盘点数量，

不计量重量。定期、不定期对存栏的猪群采用现场盘点、直播盘点、视频盘点、

机器人盘点等多种形式进行盘点，由财务人员参与监盘，保证盘点结果的真实性、

准确性。 

3、每月公司结合生猪的存栏及销售情况对当期的生产指标进行分析，对存

栏猪的成本数据进行复核性分析，保证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发生的成

本数据保持一致。同时，结合公司行情研判部门对市场价格进行预测，对于消耗

性生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

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

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生物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

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

损失。 

四、核查意见及核查结论 

为核查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如下核查程序： 

1、在了解、测试和评价与生物资产相关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人生物

资产进行核查，获取发行人的生物资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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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生产能力调查表并对生产能力进行复核； 

3、查阅生物资产变动明细表，对生物资产的成本归集及结转情况进行了核

查，并履行了必要的分析性程序； 

4、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生物资产增加、减少的原始凭证是否完整，会计处

理是否正确； 

5、检查生物资产的累计折旧，复核本期折旧费用的计提和分配； 

6、对生物资产盘点进行监盘，检查生物资产的数量及状况； 

7、检查生物资产的抵押、担保、投保情况； 

8、获取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算表，评估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计提的准确性。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

据恰当，相关确认和计量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

发行人就该类资产核算真实、准确。 

6-2 量化分析申请人与同行可比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的差异情况及原

因，说明报告期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及同行可比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温氏股份 1.47 4.17 3.93 4.07 

新希望 2.55 9.81 12.00 12.24 

正邦科技 1.80 4.41 5.25 6.74 

天邦股份 1.84 2.23 3.21 3.11 

牧原股份 0.75 2.00 2.41 2.07 

发行人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构成

存在差异。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生猪养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温氏股份 57.18% 58.99% 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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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 9.12% 4.67% 4.03% 

正邦科技 46.42% 34.49% 26.74% 

天邦股份 73.98% 62.01% 73.03% 

牧原股份 97.06% 99.05% 99.18% 

最近三年，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温氏股份 4.04 4.35 4.39 

正邦科技 2.51 2.75 3.33 

天邦股份 3.79 2.58 2.38 

牧原股份 2.60 3.22 2.89 

*注 1：温氏股份的数据来源为 Wind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 

注 2：正邦科技及天邦股份的数据来源均为其年报，因其消耗性生物资产主

要系生猪，故假设各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均为生猪，计算公式为生猪业务存货周

转率=生猪业务营业成本/[（年初消耗性生物资产+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2]； 

注 4：因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0 年三季度报未披露细分业务营业成本，故

仅就 2017 年度-2019 年度的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进行分析； 

注 5：因新希望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中存在较多禽类，无公开数据，故无法拆

分其消耗性生物资产中生猪的金额。 

由上可知，最近三年，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处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最

高值和最低值之间，处于合理水平。 

二、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行业惯例，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一）消耗性生物资产 

1、报告期内，公司生猪业务的毛利率均为正数，且公司存货周转率保持在

合理水平，显示了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为待出栏生猪。报告期内，公司生

猪养殖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生猪养殖业 65.91% 37.05% 9.83%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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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发行人生猪养殖的毛利率均为正数。同时，报告

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显

示了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销售正常，反映了公司存货不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2、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情况，不存在减

值情形 

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经测算，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无需计提

跌价准备。 

2020 年 9 月末，我国生猪价格为 33.74 元/公斤，远高于公司生猪的养殖成

本。因此，公司判断 2020 年 9 月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无需计提

减值准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消耗性生物性资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消耗性生物性资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温氏股份 7.76% 0.57% 1.08% 0.05% 

正邦科技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新希望 

0.0017% 

（保留两位小数

0.00%） 

0.86% 未计提 未计提 

天邦股份 未计提 未计提 7.16% 未计提 

注：1、因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三季度报未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故列示 2020 年

度半年度数据。 

2、温氏股份和新希望消耗性生物资产中除生猪外，还包括鸡、鸭等禽类，2020 年上半

年，鸡、鸭等禽类价格大幅下降且持续低迷，故其计提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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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禽类的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未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符

合行业惯例。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 

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报告期各年末，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经测算，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情形，未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生产性生物性资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生产性生物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温氏股份 未计提 未计提 0.14% 未计提 

正邦科技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新希望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0.61% 

天邦股份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未计提 

注：因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三季度报未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故列示 2020 年度

半年度数据 

根据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未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行

业惯例。 

综上，报告期各期未，公司未计提生物资产减值准备是合理的，符合会计准

则的规定和行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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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意见及核查结论 

为核查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执行穿行测试，检查

内部控制相关的支持性文档，评价及测试报告期内 2017 至 2019 年度发行人相关

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与发行人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并评估日常经营过程中生物资产安全的

防范措施以及风险应对策略； 

3、对生物资产盘点进行监盘，检查生物资产的数量及状况； 

4、对发行人的存货周转率进行分析，并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对； 

5、对管理层计算的生物资产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进行评价，包括

检查销售价格、单位增重成本、销售费用等； 

6、查询近年来生猪价格变动情况，了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检查分

析管理层考虑这些因素对生物资产发生减值风险的影响； 

7、获取发行人生物资产的跌价准备计算表、减值准备计算表，检查分析可

变现净值的合理性，评估生物资产减值计提的准确性。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的存货周转率处于合理水平，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生猪业务存货周转率不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未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行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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