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 

下滑事项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专项核查意见（修订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为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新五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新五丰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已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于 2021 年 6 月 9 日领取

核准批文。 

发行人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93.77 万元，同比下降 50.49%；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16.68 万元，同比下降

51.32%。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

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

简称“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称“备忘

录 5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

（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

答（2020 年 6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情况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情况及原因分析 

（一）2021 年上半年度发行人经营业绩情况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3.77 万元，同比

下降 50.49%；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16.68 万元，



 

同比下降 51.32%。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96,841.49 92,483.37 4,358.12 4.71 

营业成本 79,334.82 71,942.19 7,392.64 10.28 

营业毛利 17,506.67 20,541.18 -3,034.52 -14.77 

财务费用 2,942.07 631.58 2,310.50 365.83 

营业利润 8,216.68 15,188.92 -6,972.24 -45.90 

利润总额 8,139.36 14,784.04 -6,644.68 -44.94 

净利润 8,003.81 14,752.88 -6,749.07 -45.75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7,393.77 14,934.61 -7,540.84 -50.49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 

7,216.68 14,823.60 -7,606.92 -51.32 

毛利率 18.08 22.21 -4.13 - 

（二）2021 年上半年度发行人经营下滑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3.77 万元，同比

下降 50.49%，主要原因为：上半年生猪及猪肉价格下跌，而饲料价格处于高位，

导致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下降，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均存在下滑，具体情况如下：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证券简称 2021 中报 2020 中报 变动比例 

新希望 -341,506.61 316,386.55 -207.94% 

天邦股份 -65,053.86 153,488.18 -142.38% 

正邦科技 -143,008.48 241,721.70 -159.16% 

牧原股份 952,598.06 1,078,403.28 -11.67% 

温氏股份 -249,766.79 415,333.75 -160.14% 

均值   -136.26% 

此外，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一方面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期摊销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1,704.31 万元；



 

另一方面公司为扩张产能而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银行利息支出较上年

同期增加 654.08 万元，而新增产能效益释放尚需一定时间，导致当期利润下降。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

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已于 2021年 5月 31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发审会前，针对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情况，公司及

保荐机构已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做好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披露如下： 

“2021 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较

大不利影响，2021年 1-3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2.1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56.61%，预计公司 2021 年 1- 6 月经营业绩亦将有所下滑，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6,000 万元至 9,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39.74%- 59.82%。 

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系统风险，生猪市场价格的

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未来生猪

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将可能导致公司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 

因此，发审会后公司的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已经合理预计。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披露的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修订稿）

中，对公司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进行了如下风险提示： 

“（一）疫情风险 

动物疫病是畜牧企业普遍面临的风险，近年来，境内外猪瘟蓝耳病等对生猪

养殖业有较强破坏力的传染病疫情时有发生，特别是 2018 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

情，短期内造成国内存栏生猪大量死亡，并对养殖成本、市场供求、生猪售价带

来较大影响。 

若公司养殖场所在地区或自身场区发生疫情，或公司自身防控体系实施不

力，可能会导致公司面临生猪疫病风险，影响公司生猪出栏量，并对公司的盈利



 

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给生猪养殖、销售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增加了养殖及运输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增猪场的建设进度。 

（二）生猪价格波动风险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集中程度相对较低，规模化养殖场占比较小，生猪价格存

在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近年来，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多轮周期，生猪价格的

波动造成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的相应波动，对公司盈利稳定性造成影响。目前生

猪市场价格处于较高水平，若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下滑，将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玉米和豆粕是生猪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材料，占生产成本比例高，公司生产成

本受上述原材料供给和价格的影响较大。受产量、国际贸易等因素影响，玉米和

豆粕的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从而导致公司饲料成本随之波动。若上述原材料

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且公司无法及时将成本向下游转移或通过调整饲料配比降低

成本，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已在其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机构尽职调查报告》之“第十一章 风

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调查”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之“第四节 保荐人对本

次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之“五、发行人主要风险提示”中对发行人经营业

绩波动风险提示如下： 

“（一）疫情风险 

动物疫病是畜牧企业普遍面临的风险，近年来，境内外猪瘟蓝耳病等对生猪

养殖业有较强破坏力的传染病疫情时有发生，对养殖成本、市场供求、生猪售价

带来较大影响。若公司养殖场所在地区或自身场区发生疫情，或公司自身防控体

系实施不力，可能会导致公司面临生猪疫病风险，影响公司生猪出栏量，并对公

司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给生猪养殖、销售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增加了养殖及运输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增猪场的建设进度。 

（二）生猪价格波动风险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集中程度相对较低，规模化养殖场占比较小，生猪价格存

在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近年来，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多轮周期，生猪价格的

波动造成公司毛利率和净利润的相应波动，对公司盈利稳定性造成影响。若未来

生猪市场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下滑，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玉米和豆粕等是生猪养殖的主要原材料，占生产成本比例高，生产成本受上

述原材料供给和价格的影响较大。受产量、国际贸易等因素影响，玉米和豆粕等

原材料的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从而导致公司养殖成本随之波动。若上述原材

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且公司无法及时将成本向下游转移或通过调整饲料配比降

低成本，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情况的影响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主要是由于短期内生猪价格下跌、财务费用增

加等因素所致，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当年以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原因如下： 

1、2021 年上半年以来生猪及猪肉价格呈下降趋势，但我国生猪价格的周期

性波动特征明显，因此，虽然短期内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会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

一定影响，但长期来看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租赁负

债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增加，同时公司因产能扩张所需资金而增加银行借款所

致，随着公司销售回款好转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金压力将

逐步缓解，偿还银行借款后公司利息支出将逐步下降，同时新增产能效益释放将

带动公司业绩增长，因而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下滑主要系生猪及肉品价格下降和财务费用



 

增加所致，未改变发行人的行业地位，预计不会导致发行人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产品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发

行人长期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 102,999.00 万元（含本数），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湖南新五丰存栏 4.32 万头母猪场项目 106,028.24 51,076.40 

2 补充流动资金 51,922.60 51,922.60 

合计 157,950.84 102,999.00 

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超过募集资金拟投资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不改变本

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助于扩大公司资产规模及养殖规模、降

低养殖成本，整体财务状况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逐步实施和建设，公司的收入水平将得到稳步增长，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整体实力将得到显著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

规模将有所增加，可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公司的财务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盈利水平，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

必要性均未发生实质性不利变化，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未对本次募投

项目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与新五丰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新五丰实际情况 

1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新五丰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3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且尚未解除 

新五丰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

担保的情况 

4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新五丰不存在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 36 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况 

5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

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新五丰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况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

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新五丰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注册会计师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其他情形 

新五丰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因此，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

绩下滑不构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六、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自领取核准批复之日（2021 年 6 月 9 日）起至

本补充尽调报告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

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

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

管函［2008］257 号）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中所



 

述的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

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具体情

况如下： 

1、保荐机构已在其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机构尽职调查报告》及《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

行保荐书》中对公司经营业绩波动事项进行了风险揭示。 

2、虽然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发行人经营情况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发行人长期的经

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未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等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将继续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4、发行人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不构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障

碍。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业绩下滑事项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  良 

   

   

  谢世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