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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收到了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立华股份”或“发行人”）
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220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要求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回复中 2021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以下所述的核查程序不构成
审计或审阅。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基于立华股份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
我们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的核查，现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1
1.2021 年 1-6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52.81 亿元，同比上升 58.41%，扣非后净
利润为-29,825.24 万元，亏损同比收窄 10.20%。2021 年 6 月末发行人计提消耗性生
物资产跌价准备 39,966.0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85.89%。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商
品鸡单价为 10.59 元，较 2021 年 3 月末下降 23.43%。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报告期内商品鸡价格周期变化趋势、行业竞
争情况、养殖成本上升等情况、同行业最新一期业绩变化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
情况、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说明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计提比例的合理
性，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拟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2）除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外导致发行人 2021 年二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因素，并结合业绩变化是否具
有季节性、商品鸡价格预计变化情况，量化测算商品鸡价格变动对公司最新一期
业绩变化的影响，发行人是否存在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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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商品鸡价格周期变化趋势、行业竞争情况、养殖成本上升
等情况、同行业最新一期业绩变化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情况、疫情对生产经营
的影响，说明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计提比例的合理性，未来是否存在继续
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拟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
（一）结合报告期内商品鸡价格周期变化趋势、行业竞争情况、养殖成本上
升等情况、同行业最新一期业绩变化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情况、疫情对生产经
营的影响，说明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2021 年 6 月末，公司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跌价准备 39,966.03 万元，其中商
品鸡计提跌价准备 32,611.03 万元，占比约为 81.60%，系当期末计提消耗性生物资
产跌价准备的主要部分。具体如下：

项目
鸡
猪
鹅
合 计

存货账面余额
99,784.62
42,528.63
1,103.00
143,416.25

存货跌价准备
32,611.03
6,947.20
407.80
39,966.03

单位：万元
计提比例
32.68%
16.34%
36.97%
27.87%

2021 年 6 月末，公司计提商品肉鸡跌价准备 32,611.03 万元，主要系黄羽鸡市
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行情，6 月份公司商品鸡销售均价跌至 10.54 元/千克，环比变
动为-13.68%，同时叠加饲料原料价格整体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期末商品鸡销
售均价已显著低于 2021 年 1-6 月商品鸡的单位成本 11.69 元/千克，公司对期末存
栏商品鸡全面计提跌价准备所致。
1、黄羽鸡价格波动受行业周期和行业供给影响，并受到例如新冠疫情和全
国性禽流感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年度内看，黄羽鸡价格波动受消费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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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亦呈现一定的季节波动性；2021 年 4-6 月黄羽鸡市场价格持续回落受
行业季节性波动以及供求关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国黄羽鸡养殖行业集中度较低，大规模的黄羽鸡养殖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且多为区域型公司。品种丰富、具有跨地区扩张实力的公
司主要有温氏股份、立华股份和湘佳股份，同时由于黄羽鸡养殖行业较为分散，
国内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优势企业之间尚未形成直接竞争；根据《2018 国鸡产业
白皮书》（新牧网、新禽况出版），排名前十名黄羽鸡养殖企业年出栏约为 14 亿
只，占黄羽鸡总出栏 35%左右。
我国黄羽鸡养殖行业目前仍以中小养殖户为主，中小养殖户易受畜禽产品销
售价格波动影响，进而导致行业周期和行业供给波动。由于饲养时间较短、价格
上涨带来补栏情绪的高涨，中小养殖户快速进入并实施非理性补栏，出栏量不受
控制导致供给过剩，价格下跌，部分中小养殖户亏损退出行业，后续补栏情绪受
到影响，供给减少，从而形成价格周期性波动。2017 年受禽流感疫情的影响，全
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均有所下降；自 2018 年以来，行业生产逐渐恢
复，叠加市场行情持续高涨的影响，全国黄羽鸡种鸡存栏量呈现快速增加趋势；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 年 6 月末全国黄羽鸡种鸡的存栏数量有所回落，但仍
处于相对高位，行业供给相对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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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来黄羽鸡商品代活鸡市场价格走势（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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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在上述周期性波动的基础上，近年来发生的新冠疫情和全国性禽流感疫情等
突发性事件加大了黄羽鸡市场价格波动幅度。2020 年一季度，因发生新冠疫情，
各地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了生产资料运输及商品鸡的销售，同时餐饮
消费受到较大冲击，消费市场低迷，造成黄羽鸡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2020 年
上半年公司商品鸡销售均价由 2019 年 14.56 元/千克跌至 10.58 元/千克，较 2019 年
下降 27.34%。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推进，
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将逐渐减弱，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持续降
低。但境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我国在防止海外疫情输入等方面仍
面临较大压力，若未来海外疫情输入导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较大反复，公司
经营业绩仍可能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历史上黄羽鸡行业曾爆发过数次禽流感疫
情，疫情期间部分城市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或者不定期休市，致使黄羽鸡流通渠道
受限，造成黄羽鸡价格大幅波动。
受到我国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鸡肉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年内季节性波动特
征。一般情况下，秋冬季消费需求较大，春夏季消费需求较小；下半年节假日较
为集中，鸡肉的消费需求一般也会大幅增长。消费需求的季节性波动同时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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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的生产供应随之产生季节性波动。通常情况下，春节期间，因假期时间较长，
造成肉鸡产品消费需求呈现明显的节前剧增，节日期及节后消费需求锐减的明显
波动。与 2018 年至 2020 年类似，2021 年 4-6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亦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季节性回落，销售均价下滑至 11.91 元/千克，较第一季度下降 16.42%，其
中 6 月份均价低至 10.54 元/千克。具体如下：
2018 年至 2021 年 1-6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变动（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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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饲料原料价格整体上涨提高公司养殖成本，其中 2021 年 1-6 月公司商品
鸡单位成本增长至 11.69 元/千克，分别较 2019 年和 2020 年增长 16.09%和 11.51%，
增幅较大
玉米、豆粕、小麦等大宗商品为公司饲料的主要原料。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原料的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玉米
豆粕
小麦

2021 年 4-6 月
变动
金额
比例
2,862.52
3.60%
3,474.05
9.82%
2,511.72
-0.03%

2021 年 1-3 月
变动
金额
比例
2,762.99
26.19%
3,163.48
9.68%
2,512.48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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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变动
金额
比例
2,189.54
12.49%
2,884.24
-1.06%
2,347.90
13.25%

单元：元/吨
2019 年度
金额
1,946.49
2,915.27
2,073.20

2020 年以来，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亦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2020 年，公司玉米、小麦采购均价较 2019 年度分别上涨
12.49%和 13.25%。2021 年 1-3 月，公司玉米、豆粕、小麦采购均价较 2020 年度分
别上涨 26.19%、9.68%和 7.01%；2021 年 4-6 月，公司玉米和豆粕采购均价进一步
上涨，分别较 2021 年 1-3 月分别上涨 3.60%和 9.82%。
受主要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商品鸡的单位成本由 2019 年
10.07 元/千克增长至 2020 年 10.48 元/千克，2021 年 1-6 月进一步增长至 11.69 元/千
克，分别较 2019 年和 2020 年增长 16.09%和 11.51%，增幅较大。
3、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最新一期业绩变化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情况，说
明公司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黄羽鸡业务，占比约为 90%左右，
故选取温氏股份对比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最近一期，公司与温氏股份的肉鸡业务
经营业绩和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计提的对比如下：
单位：元/千克、万元
公司名称
温氏股份
立华股份

2021 年 1-6 月
肉鸡业务实现毛
利
191,090.83
44,303.28

2021 年 1-6 月
商品鸡销售
均价
13.44
13.00

2021 年 6 月
商品鸡销售
均价
11.29
10.54

消耗性生物
资产原值
1,461,578.21
143,416.25

跌价准备
49,665.37
39,966.03

计提比例
3.40%
27.87%

数据来源：温氏股份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和销售简报；2021 年 1-6 月温氏股份毛鸡销售均价为其各月销售
均价的算数平均数。
注 1：温氏股份肉鸡业务毛利=肉鸡类业务营业收入-肉鸡类业务营业成本；公司肉鸡业务毛利=黄羽鸡业
务营业收入-黄羽鸡业务营业成本；
注 2：温氏股份未单独披露肉鸡和生猪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和跌价准备情况，上表中其消耗性生物资
产原值和跌价准备包括其期末存栏的肉猪、肉鸡、肉鸭、肉鸽等各类消耗性资产；与此对应，上表中公司的
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和跌价准备亦包括期末存栏的商品鸡、商品猪、商品鹅等全部消耗性生物资产。

2021 年 1-6 月，公司和温氏股份的肉鸡业务实现毛利均较 2020 年同期实现较
大增长，变动趋势一致，主要原因是：2020 年 1-6 月，公司与温氏股份均受新冠
肺炎疫情管控及其对消费的抑制影响，肉鸡销售均价较低，分别为 10.58 元/千克、
10.81 元/千克；2021 年 1-6 月，尤其是第一季度，随着国内疫情企稳，社会生产经
营活动逐渐恢复，消费需求有所回暖，活禽价格回升，导致公司与温氏股份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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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肉鸡销售均价分别为 13.00 元/千克、13.44 元/千克，均较 2020 年同期实现较大提
高。
2021 年 6 月末，温氏股份未单独披露肉鸡和生猪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和跌
价准备情况，其消耗性生物资产整体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公司，主要原因是：
①温氏股份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中生猪占比较高。2021 年上半年温氏股份肉
猪类和肉鸡类业务营业成本分别约为 162.86 亿元、117.48 亿元，同时考虑到肉猪
生长周期显著长于肉鸡，即肉猪的存货周转率显著低于肉鸡，按正常存货周转率
测算温氏股份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原值中生猪占比超过 50%；②温氏股份肉鸡业
务主要布局于华南、华东及西南区域，其中华南地区占比最高，而公司黄羽鸡业
务主要集中在华东区域，受区域市场价格波动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温氏股份 6 月
份商品鸡销售价格高于公司 。
期末公司针对商品鸡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方式如下：（1）计提主体为从事
黄羽鸡养殖业务的各子公司；（2）计提对象为养殖子公司所有在养商品鸡，即
所有已投苗未出栏销售的商品鸡（按照饲养日龄的不同，分为快速、中速、慢速
三类），不包含冰鲜鸡产品，冰鲜鸡产品仅存在于从事屠宰业务的子公司立华食
品，各期末由立华食品按照存库商品计提相应减值准备，期末余额较小；（3）
计提方法为各子公司根据其期末在养各类商品鸡（即快速鸡、中速鸡和慢速鸡）
存栏数量和期末平均售价、期末平均成本及预计销售费用等计算计提跌价准备，
其中期末平均售价按照各养殖子公司各类商品鸡期末前后五天的平均售价确定，
期末平均成本按照各养殖子公司各类商品鸡期末当月的平均成本确定。
2021 年 6 月末，整体层面看公司商品鸡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与期末存栏数量、
销售均价、单位成本相匹配，较为合理，具体如下：
2021 年 6 月

项 目
期末计提跌价准备（万元）
期末商品鸡存栏数量（万只）
期末单只跌价准备（元/只）

32,611.03
10,156.22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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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
月均销售价格（元/千克）
月均单位成本（元/千克）
月均单位毛利亏损（元/千克）
注：期末单位跌价准备（元/千克）=期末单只跌价准备/月均销售均重。

1.61
10.54
11.96
1.42

报告期内，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依据和计算过程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且一贯执行，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二）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是否会对本次募投
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未来是否存在继续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各自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五天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平均售价
和预计销售费用计算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账面成本进行对比计提相应的跌价准
备（如有），因此商品鸡和商品猪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公司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跌
价准备的计提金额影响较大。
2021 年 6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均价为 10.54 元/千克，处于报告期内商品鸡月
均销售价格低位，仅高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 2020 年 2 月和 2020 年 6 月的
商品鸡月均销售价格。
2021 年 7 月和 8 月上半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呈探底回升态势；2021 年 8
月中旬以来，受中秋节和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临近等因素影响，黄羽鸡的市场需求
有所回暖，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呈显著增长趋势，8 月下半月公司商品鸡销售均
价达到 12.86 元/千克。具体走势如下：
2021 年 1-8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变动趋势（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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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亦将根据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市场行情及养殖成本等情况对消
耗性生物资产全面测算并充分合理计提减值准备，存在继续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风险，且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披露了相关风险。
2、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本次募投项目有利于公司稳步推进向冰鲜鸡销售转型升级、增强公司
抵御行业周期及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分散区域集中风险，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包括屠宰类项目、养鸡类项目、总部基地项目等。
投资建设屠宰类项目有助于升级销售渠道，增强抵御行业周期及行业供给波
动风险和突发性事件风险的能力。销售渠道升级方面，投资建设屠宰类项目有助
于改变公司黄羽鸡业务以活鸡为主的流通形式，实现公司黄羽鸡业务由活鸡销售
向冰鲜鸡销售转型的战略规划，顺应食品消费健康化、品质化、高端化的发展趋
势；此外，投资建设屠宰类项目进一步延伸了公司产业链布局，较大程度降低了
突发性事件（如禽流感、新冠疫情等）对活禽流通渠道的交易限制，增强了公司
在活鸡价格低迷时通过屠宰加工及库存调整活鸡出栏数量的经营策略灵活性，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按活鸡养殖周期出栏销售而产生的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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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养鸡类项目有助于公司在现有成熟合作模式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
进一步战略布局全国市场，分散区域集中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公司
目前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华东地区，计划在稳定华东地区市场占有率的同
时，加大对华中、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区市场的开发力度。本次募投中的养鸡类项
目主要是根据公司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需要而确定，新增产能已充
分考虑各地区的消费需求及竞争情况。公司在黄羽鸡业务方面拥有多品种的曾祖
代-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的完整扩繁体系，自行选育了多个优良品种，并打造了独
有的“雪山草鸡”优质黄羽鸡品种；同时，公司黄羽鸡业务已形成成熟的合作养殖
模式，可以通过农户结算管理等机制，保证农户能够获得与其养殖能力、劳动投
入相匹配的养殖收入，有效地激发合作农户的养殖积极性与责任心，具有较强的
异地区域复制性。
公司总部基地项目将打造研发中心、信息化中心、综合管理中心、会议中心
以及企业展厅等集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研发办公大楼，将大大提高公司的研发
能力、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综合办公能力，有助于改善办公环境、吸引人才，为公
司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台支撑。
（2）行业市场容量巨大，市场集中度存在提升空间，短期市场波动不影响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截至目前，虽然行业产能、价格波动及原材料价格等中短期因素的负面影响
仍存在，但黄羽鸡市场容量和集中度仍存在提升空间，本次募投项目系根据行业
长期发展趋势和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其实施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中的周期性、
区域性风险，有利于公司更加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转型升级现有业务和提升市场
竞争力。此外，虽然鸡价低谷期净利润水平较低，但鸡价低谷期亦是散户及小规
模企业退出的阶段，大型养殖企业通过持续投入、扩大养殖规模能够抢占中小散
户退出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得以提升，在未来的价格回升时能够进一步提升
盈利能力。因此，募投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短期价格波动等因素不
会对募投项目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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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拟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
根据前述，报告期内，公司消耗性生物跌价准备计提主要受市场行情及养殖
成本等因素影响。为了降低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原材料的市场行情波动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影响，公司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稳步推进活鸡销售向冰鲜鸡销售转型升级，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加快投资建设屠宰类项目，增强公司抵御行业周期及行业供给波动风险和突
发性事件风险的能力。投资建设屠宰类项目有助于改变公司黄羽鸡业务以活鸡为
主的流通形式，实现公司黄羽鸡业务由活鸡销售向冰鲜鸡销售转型的战略规划，
较大程度降低了突发性事件（如禽流感、新冠疫情等）对活禽流通渠道的交易限
制，公司在活鸡价格低迷时通过屠宰加工及库存调整活鸡出栏数量，分流活鸡销
售渠道压力，保障活鸡行情稳定，实现黄羽商品鸡活、冰鲜整体效益提升。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按活鸡养殖周期出栏销售而产生的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2、积极扩张产能及市场分布
受区域市场消费习惯、竞争程度差异影响，黄羽鸡在不同区域市场价格存在
一定的差异，为降低单一区域市场过度集中导致的价格风险、区域动物疫病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等，公司在现有成熟合作模式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战略布
局全国市场，分散区域集中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公司目前的主营业
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华东地区，计划在稳定华东地区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加大对华
中、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区市场的开发力度。
3、控制成本，提高盈利空间和盈利能力
公司已形成包括种畜禽繁育、饲料生产、畜禽养殖在内的一体化养殖业务，
具备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公司实行“本部集中采购，片区采购中心辅助”的采购
模式，以便发挥集中采购的成本优势、统一管理采购产品质量；公司还研发出了
多种饲料配方，在保证饲料营养性、安全性的基础上，能够通过灵活调整饲料配
方从而控制饲料生产成本，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采取进一步优化饲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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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结构及饲料营养水平，提升饲料颗粒质量、保护肉鸡肠道健康等措施，控制肉
鸡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公司的盈利空间。
4、加强疫病防控，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公司黄羽鸡养殖业务推行紧密型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农
户养殖期间，由所属片区管理员、技术部人员实行双重管理，按照公司《商品鸡
生产操作标准》进行技术指导与监督。具体指导与监督工作包括：排苗前后消毒
防疫，即消除环境中的病原体，切断疫病传播途径，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与流
行；商品鸡疫苗免疫，即保证疫苗运输、保存和免疫接种的质量；商品鸡饲养管
理，包括饲料、饲药、鸡舍内环境、运动场环境管理等。其中，公司根据各批鸡
的生长周期，实行具有针对性的免疫程序，农户严禁私自购买疫苗药品及私自接
种、饲药。片区管理员一般按月盘点农户所饲养商品鸡数量，记录鸡只死亡情况
及生长状态，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公司将在种鸡生产、苗鸡孵化等环节积累的丰富疫病防治经验基础上，持续
推进种苗的选种育种工作，提升品种的健康度，同时紧抓肉鸡养殖环节基础管理，
持续完善重大疫病快速应对机制，确保生产稳定，减少生产过程中生物性资产的
损耗，进一步提高养殖成绩。
二、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导致发行人 2021 年二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因
素，并结合业绩变化是否具有季节性、商品鸡价格预计变化情况，量化测算商品
鸡价格变动对公司最新一期业绩变化的影响，发行人是否存在盈利能力下滑的风
险
（一）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导致发行人 2021 年二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
因素
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主要受期末畜禽产品价格的影响）外，受市场行情持
续低迷影响，黄羽鸡和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滑是导致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业绩大
幅亏损的其他主要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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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第一季度
47,784.59
17,950.99
-2,087.15
1,064.78

项 目
2021 年 1-6 月
其中：第二季度
增减变动
43,873.45
-3,911.14
-51,695.73
营业利润（C）
34,650.38
16,699.39
-1,251.60
期间费用（D）
-39,882.68
-37,795.53
-35,708.38
资产减值损失（E）
2,636.88
1,572.10
507.32
其他当期损益（F）
净利润（G=C-28,022.72
-56,833.96
-85,645.19
28,811.23
D+E+F）
注：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
其他当期损益包括其他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支和税金及附加等。

与第一季度相比，公司第二季度净利润下降 85,645.19 万元，主要系营业利润
减少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综合影响所致，其中营业利润减少 51,695.73 万元，因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35,708.38 万元。
与第一季度相比，公司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减少 51,695.73 万元，主要系受黄羽
鸡市场和生猪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影响，公司黄羽鸡业务和生猪业务等主营业务的
经营毛利显著下滑甚至亏损所致。具体如下：

项 目
黄羽鸡
生猪
鹅
合 计

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

1,546.87
-5,201.45
-228.83
-3,883.42

43,812.61
3,761.28
325.46
47,899.35

单位：万元
增减变动
金额
占比
-42,265.74
81.62%
-8,962.73
17.31%
-554.29
1.07%
-51,782.77
100.00%

与第一季度相比，公司第二季度黄羽鸡业务经营毛利减少 42,265.74 万元，占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减少额的比例为 81.62%，主要原因是：受黄羽鸡市场行情持
续低迷影响，公司第二季度商品鸡销售均价下滑至 11.91 元/千克，较第一季度下
降 16.42%，降幅较大，进而导致公司黄羽鸡业务毛利率由第一季度的 18.23%显著
降至 0.67%，经营毛利亦大幅下降。
与第一季度相比，公司第二季度生猪业务经营毛利减少 8,962.73 万元，占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总减少额的比例为 17.31%，主要原因是：受生猪市场行情持续低
迷影响，公司第二季度商品猪销售均价下滑至 19.09 元/千克，较第一季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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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8%,降幅较大，进而导致公司生猪业务毛利率由第一季度的 12.28%显著降至24.77%，经营毛利亦由盈转亏。
（二）结合业绩变化是否具有季节性、商品鸡价格预计变化情况，量化测算
商品鸡价格变动对公司最新一期业绩变化的影响，发行人是否存在盈利能力下滑
的风险
1、黄羽鸡价格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点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点，通常情况下第
一、二季度相对较低，第三、四季度相对较高。具体如下：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变动（元/千克）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1月

2月

3月
2018年

4月

5月

6月

2019年

7月

8月

2020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1年

受到我国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鸡肉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进而导致黄羽鸡价格亦呈现季节性波动特征。一般情况下，秋冬季消费需求较大，
春夏季消费需求较小；下半年节假日较为集中，鸡肉的消费需求一般也会大幅增
长，市场价格相对较高。消费需求的季节性波动同时也使得肉鸡的生产供应随之
产生季节性波动。通常情况下，春节期间，因假期时间较长，造成肉鸡产品消费
需求呈现明显的节前剧增、节日期及节后消费需求锐减的明显波动。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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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羽鸡市场价格亦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点，与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波动趋势
一致，具体如下：
2018 年至 2021 年 1-6 月黄羽鸡市场价格变动（元/千克）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1月

2月

3月

2018年

4月

5月

6月

2019年

7月

8月

2020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1年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2、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波动主要受黄羽鸡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公司年度内
的经营业绩亦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波动主要受黄羽鸡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公司的经营业绩
亦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通常下半年经营业绩好于上半年，尤其是第三季
度一般为业绩表现最佳的季度。最近五年来公司上下半年及第三季度的净利润情
况如下：

净利润
上半年
下半年
其中：第三季度
全年合计

2020 年
-27,845.39
53,252.95
40,026.92
25,407.57

2019 年
43,056.18
153,368.95
84,036.58
196,425.14

2018 年
53,807.00
76,162.31
43,840.89
129,969.30

2017 年
-21,769.39
100,823.09
43,455.43
79,053.70

单位：万元
2016 年
平均
39,146.34
17,278.95
13,074.17
79,336.29
23,163.93
46,904.75
52,220.51
96,615.24

公司经营业绩通常下半年好于上半年，主要原因系下半年商品鸡销售价格随
着季节性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同时公司亦结合年度内季节性市场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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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波动有计划调整商品鸡投苗和出栏数量，下半年商品鸡销售数量通常高于上
半年。最近五年公司商品鸡销售数量和价格情况如下：

项 目
上半年
下半年
其中：第三季度
全年合计

2020 年
13,997.75
18,296.12
9,060.19
32,293.87

项 目
上半年
下半年
其中：第三季度
全年平均

2020 年
10.58
12.25
12.38
11.54

商品鸡销售数量（万只）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3,288.63
12,323.31
11,305.13
15,582.87
13,770.54
13,353.42
7,716.31
7,233.87
6,748.35
28,871.50
26,093.85
24,658.55
商品鸡销售均价（元/千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2.52
12.80
8.13
16.29
13.65
13.82
16.78
13.71
12.81
14.56
13.25
11.19

2016 年
10,481.49
12,358.86
6,129.93
22,840.35

平均
12,279.26
14,672.36
7,377.73
26,951.62

2016 年
10.83
10.77
11.55
10.80

平均
10.97
13.36
13.45
12.27

除了季节性波动外，新冠疫情和禽流感疫情等突发性事件加大了黄羽鸡市场
价格波动幅度。2016 年下半年公司经营业绩相对较差、2017 年上半年净利润为负，
主要原因系 2016 年第四季度开始，受禽流感影响，相关管理部门对部分活禽交易
市场采取关闭或限制交易的措施，导致黄羽鸡市场价格持续低迷；2020 年上半年
公司净利润为负，主要原因系 2020 年第一季度，因发生新冠疫情，各地采取严格
的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了生产资料运输及商品鸡的销售，同时餐饮消费受到较大
冲击，消费市场低迷，造成黄羽鸡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
最近五年，公司虽然受禽流感疫情和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影响，存在季度
性净利润为负的情形，但后续随着疫情等影响的逐渐减弱或消除，均实现了全年
盈利。
3、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亦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2016 年至 2020 年，同行业上市公司温氏股份的经营业绩亦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波动特征，与公司的情况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净利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2020 年
188,558.07
219,201.35

2019 年
-45,493.50
189,726.18

2018 年
148,440.83
-47,4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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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47,172.63
32,230.88

单位：万元
2016 年
平均
321,230.87
151,981.78
436,529.90
166,055.89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21,101.90
-80,462.83

488,909.42
811,308.27

208,858.84
115,721.53

232,475.99
288,023.30

374,716.59
91,315.01

345,212.55
245,181.06

4、2021 年下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分析
2021 年 7 月和 8 月上半月，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呈探底回升态势；2021 年 8
月中旬以来，随着局部地区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黄羽鸡的市场需求有所回暖、
消费旺季效应开始显现，公司商品鸡销售价格呈显著增长趋势，8 月下半月公司
商品鸡销售均价达到 12.86 元/千克；随着中秋节和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临近，9 月份
商品鸡销售价格有望延续增长态势。
结合商品鸡价格截至目前的波动走势和公司整体业务经营情况，经初步测算
在公司 9 月份商品鸡销售均价达到 16 元/千克左右的情况下，公司前三季度经营
业绩有望实现盈亏平衡。
参考 2018 年至 2020 年第四季度的价格，以及供求关系变化、新冠疫情防控
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21 年第四季度商品鸡市场行情还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不排除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并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充
分提示了相关风险。
三、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特别提示”之“一、经营业绩波动风险”之“1、产品
价格波动的风险”和“2、存货减值风险”中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2018 年至 2021 年 1-3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29,969.30 万元、196,425.14
万元、25,407.57 万元和 28,811.22

万 元 ； 2021 年 1-6 月 ， 公 司 实 现 净 利 润 为 -

28,022.72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较大，主要受畜禽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存货减
值风险、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如下：
1、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销售产品主要是黄羽鸡活鸡、活猪、活鹅等，其中黄羽
鸡活鸡、活猪合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5%以上。黄羽鸡活鸡、活猪等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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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将有可能出现波动或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管控及其对消费的抑制影响，黄羽鸡的流通和消费亦受
到较大不利影响，加之行业产能高企，公司商品肉鸡全年销售均价为 11.54 元/千
克，较 2019 年下降 20.74%。2021 年 1-6 月，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
理的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弱，黄羽肉鸡消费需求端有所
回暖，同时受行业季节性波动以及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导致 2021 年 1-6 月公司
商品肉鸡销售均价呈现先涨后降情形，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商品肉鸡销售均价维
持在相对低位。若海外疫情输入导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较大反复，或国内局
部地区根据疫情情况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黄羽鸡的流通、消费及市场价格可能
受到不利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亦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2、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是在养
商品鸡、商品猪，其市场行情呈现周期性波动，存在因价格大幅下跌而计提大额
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例如受 2020 年 6 月末商品鸡价格下跌影响，公司于 2020 年
6 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398.33 万元，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212.33 万元；受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商品鸡和商品
猪市场行情下行等综合因素影响，2021 年 6 月末公司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
备 39,966.03 万元，导致上半年净利润为-28,022.72 万元。未来，公司亦将根据各类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市场行情及养殖成本等情况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全面测算并充分
合理计提减值准备。
若未来由于政策影响、动物疫病、行业供求等因素导致养殖行业进入低谷期，
黄羽鸡、生猪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资产负债表日存货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
值，则公司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甚至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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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重大风险提示”之“3、存货
减值风险”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三、财务风险”之“（二）存货减值风险”中补充披
露，具体如下：
“公司在商品鸡、商品鹅养殖业务上实行紧密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
在商品猪养殖业务上以“公司+基地+农户”合作养殖模式为主，且畜禽产品的固有
养殖生产周期较长，导致公司存货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高。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06,031.46 万元、111,661.33 万元、167,847.64 万元和
160,660.7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8.63%、13.04%、18.14%和 15.52%。
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是在养
商品鸡、商品猪，其中商品鸡的养殖周期为 45-120 天，商品猪的养殖周期为 160200 天，公司商品鸡、商品猪的可变现净值易受到黄羽鸡、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
影响。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45.27 万元、1,695.34 万元、
200.80 万元和 39,966.03 万元。
公司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市场行情呈现周期性波动，存在因价格大幅下跌
而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例如受 2020 年 6 月末商品鸡价格下跌影响，公
司于 2020 年 6 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398.33 万元，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212.33 万元；受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
商品鸡和商品猪市场行情下行等综合因素影响，2021 年 6 月末公司计提消耗性生
物资产跌价准备 39,966.03 万元，导致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净利润为-28,022.72 万元。
未来，公司亦将根据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市场行情及养殖成本等情况对消耗性
生物资产全面测算并充分合理计提减值准备。
若未来由于政策影响、动物疫病、行业供求等因素导致养殖行业进入低谷期，
黄羽鸡、生猪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资产负债表日存货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
值，则公司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进而可能导致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甚至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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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重大风险提示”之“2、业绩
波动风险”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三、财务风险”之“（一）业绩波动风险”中补充披
露，具体如下：
“公司经营过程中会面临各类自然和市场风险，部分风险对公司盈利能力有较
大影响，如动物疫病与自然灾害风险、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
动风险等，也会面临其他无法预知或控制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历史上黄羽鸡行
业曾爆发过数次禽流感疫情，疫情期间部分城市关闭活禽交易市场或者不定期休
市，致使黄羽鸡流通渠道受限，造成黄羽鸡价格大幅波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管控及其对消费的抑制影响，黄羽鸡的流通和消费亦受
到较大不利影响，加之行业产能高企，公司商品肉鸡全年销售均价为 11.54 元/千
克，较 2019 年下降 20.74%。2021 年 1-6 月，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
理的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弱，黄羽肉鸡消费需求端有所
回暖，同时受行业季节性波动以及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导致 2021 年 1-6 月公司
商品肉鸡销售均价呈现先涨后降情形，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商品肉鸡销售均价维
持在相对低位，公司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 39,966.03 万元，导致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净利润为-28,022.72 万元；若海外疫情输入导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较
大反复，或国内局部地区根据疫情情况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黄羽鸡的流通、消
费及市场价格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亦可能受到不利影响。根据中国
畜牧业协会监测企业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末，监测企业的黄羽鸡在产父母代种
鸡存栏量合计约为 1,426.17 万套，较 2020 年的年平均存栏量下降 5.74%，已减至
2019 年存栏水平，行业供给能力有所下降，但仍处于相对高位。
公司饲料的主要原料为玉米、豆粕、小麦等。随着公司畜禽养殖规模的进一
步扩大，对玉米、豆粕等原材料的采购量还将继续增加。2021 年第一季度，受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公司的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较 2020 年度显著提高，
其中玉米、豆粕和小麦的采购单价分别增长 26.19%、9.68%和 7.01%，2021 年第二
季度，玉米和豆粕采购均价进一步上涨，较 2020 年度分别上涨 30.74%和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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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肉鸡、肉猪的市场行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商品肉鸡和商品肉猪
的销售价格可能存在大幅波动，相应的盈利水平亦可能随之大幅波动，公司可能
面临盈利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同时，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可
能继续上涨，若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无法妥善应对营业成本的快速上涨，公司亦可
能面临盈利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
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管理风险”之“（一）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中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销售产品主要是黄羽鸡活鸡、活猪、活鹅等，其中黄羽
鸡活鸡、活猪合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5%以上。黄羽鸡活鸡、活猪等产品的市场
价格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将有可能出现波动或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2020 年，
受新冠疫情管控及其对消费的抑制影响，黄羽鸡的流通和消费亦受到较大不利影
响，加之行业产能高企，公司商品肉鸡全年销售均价为 11.54 元/千克，较 2019 年
下降 20.74%。2021 年 1-6 月，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弱，黄羽肉鸡消费需求端有所回暖，同时受
行业季节性波动以及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导致 2021 年 1-6 月公司商品肉鸡销售
均价呈现先涨后降情形，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商品肉鸡销售均价维持在相对低位。
若海外疫情输入导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较大反复，或国内局部地区根据疫情
情况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黄羽鸡的流通、消费及市场价格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公司经营业绩亦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管理风险”之“（二）
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风险”中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公司黄羽鸡及生猪饲料的主要原料为玉米、豆粕、小麦等。随着公司生产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对玉米、豆粕等原材料的采购量还将继续增加。玉米、豆粕等
大宗原材料价格受国家农产品政策、国际贸易往来、市场供求状况、运输条件、
气候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21 年第一季度，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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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影响，公司的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单价较 2020 年度显著提高，其中玉米、豆粕
和小麦的采购单价分别增长 26.19%、9.68%和 7.01%，2021 年第二季度，玉米和豆
粕采购均价进一步上涨，较 2020 年度分别上涨 30.74%和 20.45%。若未来玉米、豆
粕等农产品因国内外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或产地气候反常导致减产，或受国家政策、
市场供求状况、运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价大幅上升，将增加公司生产成
本的控制和管理难度，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检查是否按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执行，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对比分析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2）查询并分析了玉
米、小麦、豆粕等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趋势以及商品鸡市场价格走势；
（3）查阅了新牧网、新禽况出版的《2018 国鸡产业白皮书》，核查黄羽鸡养殖
行业的竞争情况；（4）核查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复核了
效益测算的指标选取和计算过程；（5）分析了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季节
性波动情况以及 2021 年第三季度商品鸡价格和经营业绩预计情况；（6）访谈了
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经核查，我们认为：发行人各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
计算过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且计提充分且合理；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
中充分提示了未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本次募投项目系根据行业发展趋势
和发行人发展规划制定，其实施有利于降低发行人经营中的周期性、区域性风险，
有利于发行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转型升级现有业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价格波
动等因素导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除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受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影响，黄羽鸡和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
滑是导致发行人 2021 年第二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其他主要因素；发行人经营业绩
主要受畜禽价格波动影响，年度内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发行人已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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