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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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秦英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治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恭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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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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96,045.72 8,069,942,791.11 14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963,072,000.64 4,131,391,734.25 6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952,812,743.70 4,188,743,361.16 6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755,828,247.31 4,384,756,332.22 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9 1.10 7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8 1.10 7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2% 16.41% 下降 3.6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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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18,725,940.74 122,627,256,969.07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8,556,128,679.32 50,406,879,150.81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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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2,566.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452,444.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338,900.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8,309.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63,4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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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259,25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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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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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英林 境内自然人 39.64% 1,490,205,647 1,117,654,235 质押 203,650,000 

牧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1% 489,152,016 0 质押 96,911,683 

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3.30% 124,037,289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7% 111,595,634 0   

钱瑛 境内自然人 1.22% 46,032,314 34,524,235   

河南鸿宝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39,295,090 0   

钱运鹏 境内自然人 1.03% 38,703,198 0   

海南鸿宝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37,296,312 0   

河南鸿宝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31,240,423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3% 27,306,6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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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消费

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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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89,152,016 人民币普通股 489,152,016 

秦英林 372,551,412 人民币普通股 372,551,41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124,037,289 人民币普通股 124,037,2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595,634 人民币普通股 111,595,634 

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9,295,090 人民币普通股 39,295,090 

钱运鹏 38,703,198 人民币普通股 38,703,198 

海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 37,296,312 人民币普通股 37,296,312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31,240,423 人民币普通股 31,240,42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7,306,631 人民币普通股 27,306,631 

李燕燕 24,482,450 人民币普通股 24,482,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合计

持有牧原集团 100%股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53.88%的股权；钱运

鹏为钱瑛之兄。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持有海

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 80%股权，共持有牧原股份 2.87%的股权。其他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770,000 股股份，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6,525,090 股股份，合计持有 39,295,090 股股份。 

海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2,296,312 股股份，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 37,296,312 股股份。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332,990 股股份，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25,907,433 股股份，合计持有 31,240,423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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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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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4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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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原银行鼎盛财

富稳健系列 

其他 40.39% 10,000,000 0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其他 28.07% 6,950,0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信托－投资

【39】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9.22% 4,759,300 0   

上海秦兵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2% 3,050,000 0   

前 10 名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数量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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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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减少39.54%，主要是本期采购原材料、结算工程款增加

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64.87%，主要是牧原肉食开展业务，应收账款增加

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316.95%，主要是支付原粮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比期初增加39.19%，主要是本期对融通农发牧原（崇州）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所致。 

5、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是本期将部分房产用于出租所

致。 

6、使用权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减少91.14%，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41.71%，主要是子公司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

费用所致。  

9、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40.40%，主要是金融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99.22%，主要是本期执行新租赁

准则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增加，部分债券将在一年内到期重分类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44.02%，主要是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

所致。 

12、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42.86%，主要是本期项目贷款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13、应付债券期末比期初减少50.02%，主要是部分债券将在一年内到期重分类

所致。 

14、租赁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是本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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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49.72%，主要是本期销售量同比增加所致。

2021年1-3月份，公司共销售生猪772.0万头，其中商品猪611.8万头，仔猪148.1万头，

种猪12.0万头。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81.00%，主要是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60.66%，主要是本期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增

加所致。 

4、销售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58.96%，主要是本期人员增多、薪酬增加所

致。 

5、管理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5.20%，主要是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6、研发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05.25%，主要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职工薪

酬及物料消耗增加所致。 

7、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57.70%，主要是本期有息负债规模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8、其他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42.15%，主要是本期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9、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43.27%，主要是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10、汇兑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99.44%，主要是外币借款汇率变动所致。 

11、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440.57%，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08.76%，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非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44.34%，主要是对外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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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42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95.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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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442 号） 

2021 年 0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公告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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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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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

操作方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期货公司 非关联方 否 

期货、

期权套

保合约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43    -4.68 0.00% -34.3 

金融机构 非关联方 否 

远期购

汇、利

率互换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595.92    -1,545.61 0.02% 546.25 

合计 0 -- -- -2,601.35 0 0  -1,550.29 0.02% 511.9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操作可以有效管理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风险，特别是减少原料价格大幅下跌时较高库存带来的跌值

损失，降低因原料价格急剧上涨时市场货源紧张无法快速建库的机会损失，同时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跨境融资、采购

等国际交易日益频繁，为实现公司目标利润和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通过外汇衍生品来规避汇率和利率风险。但相关业务

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1、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理论上，各交易品种在临近交割期时期货市场价格和现货市场价格将趋于回归一致，但在极个别

的非理性市场情况下，可能出现期货和现货价格在交割期仍然不能回归，从而对公司的套期保值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

至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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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率及利率波动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或利率成本后的成本支出

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3、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按照经公司审批的方案下单操作时，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

金流动性风险，甚至面临因未能及时补足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的损失。 

4、技术风险：可能因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5、政策风险：因法律法规等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的风险。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对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及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项措施切实有效且能满足实际操

作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2、公司的套期保值及外汇衍生品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3、公司以自己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公司将严格控

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对保证金的投入比例进行监督和控制，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及时平仓规

避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与岗位牵制机制，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5、公司将建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即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

减少损失。 

6、公司审计部定期及不定期对相关交易进行检查，监督业务人员执行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

中的操作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

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1、期货合约报告期内产生的损益为-34.30 万元； 

2、远期购汇、利率互换合约报告期内产生的损益为 546.25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等。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公司独立董事对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发表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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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公司针对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审

批权限及风险控制措施。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规避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提

高公司抵御因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造成影响的能力，实现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为规避跨境融资的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锁定交易成本，

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内部建立了相应的监控机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状况

和金融趋势、汇率、利率波动预测以及公司的业务规模，同意公司在批准额度范围内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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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度使用情况 

2017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0,331.99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13,609.35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50,0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86,722.65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01,868.85万元，其中，募集资

金为300,940.13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928.72万元。 

（2）2018年度使用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5,900.39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91,186.71万元,补充流动资金14,713.67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01,063.26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为95,931.63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5,131.63万元。 

（3）2019年度使用情况 

2019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14,082.49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266,339.29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147,743.2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02,944.9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为199,610.26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3,334.64万元。 

（4）2020年度使用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9,296.39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69,032.36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264.03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5,641.98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为33,416.71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2,225.27万元。 

（5）2021年1-3月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803.67万元。其中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6,803.67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8,918.2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为

18,838.30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79.95万元。 

六、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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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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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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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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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

索引 

2021 年 03 月 16

日 
湖北武汉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天国富证券：朱晓

栋；中泰证券：张君；

中金资管：邱正；南方

基金：郑诗韵；平安基

金：姬长春；长城财富：

燕春旭；光大信托：彭

瑶；泰康资产：王琦；

财通基金：王朝宁等 

对公司人才培

养、未来成本

的规划、应对

非瘟疫情措施

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牧原股份：

002714 牧原股份

调研活动信息

20210317》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秦英林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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