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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对公司 2018-2020 年度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高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与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司相关

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8-2020 年度预付款项、关联交易、固定资产、少数股东权益等事项进

行了专项核查。 

截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相关

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2019 年度、2018

年度专项核查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259 号），上述事项的核查过程

及核查结论如下： 

一、预付款项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为确认预付款项的真实性及合理性，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牧原股份的预付款项明细，确认前五大预付对象的交易性质及内容。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牧原股份的预付款项前五名均系向非关联方采购

的原粮、豆粕。其中，第一大预付对象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

中心，预付余额 158,849.89 万元，占期末预付款项余额比重高达 63.67%。 

2、了解交易模式，取得交易的定价依据 

牧原股份与前五大预付对象的交易模式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国家政策性

粮食拍卖，其二是集中采购。国家政策性粮食拍卖的交易模式下，国家粮食交



 

易中心发布竞拍内容、数量，网上公开竞价交易透明，交易价格公允。集中采

购的交易模式下，双方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定价。会计师抽查了购销合同，未见

异常。 

3、根据业务情况，评估采购的必要性 

会计师根据公开数据，测算全年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计算预付款项周转

天数为 31.55 天，未见异常。 

4、预付款项余额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必要性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牧原股份预付款项余额 249,492.15 万元，比上年

末增加 198,723.39 万元。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其一，牧原股份的养殖规模扩

大，预付原材料款增加；其二，国家政策性粮食具备较大的成本优势，2020 年

公司通过竞拍的方式采购国家政策性粮食且全额预付了货款，由于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拍卖粮合同尚未全部提货完毕，形成较大预付款项。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牧原股份的预付款项均系真实发生的，且其预付的原材料采购款

是支撑公司发展必不可少的支出，未见异常。 

二、关联交易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近三年，牧原股份与关联方河南省聚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爱数字”）、河南牧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建筑”）、河南牧原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物流”）、河南牧原农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牧原设备”）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为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聚爱数字、牧原建筑、牧原物流和牧原设备信息，包括基本信息、

股权结构、财务数据等； 

2、取得牧原股份与各关联主体的交易明细、购销合同、建筑合同等，核查

交易的原因及必要性并分析变动情况； 

（1）聚爱数字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于 2016 年 1 月 7 日成立

聚爱数字。聚爱数字是依托集中采购优势，整合供应商资源，有效降低采购成



 

本。随着聚爱数字业务发展，其集中采买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能从供应商处

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各类产品。另一方面，常规的物资购买渠道存在较大的生物

安全隐患，聚爱数字建立独立的物资消杀仓库，能够有效阻断病毒传播路径，

提高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满足非瘟防控常态化的生产管理需求。 

2020 年、2019 年和 2018 年，牧原股份从聚爱数字采购的产品金额分别为   

70,238.59 万元、13,463.21 万元和 670.79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是集采供

应农产品、食品饮料、办公设备等。聚爱数字结合公司需求集采产品，随着牧

原股份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交易额随之扩大。聚爱数字依托集中采购优势，

整合供应商资源，有效降低采购成本，确保公司产品供应的时效性、质量、以

及满足非瘟防控疫情防控要求，保障公司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需求。 

（2）牧原建筑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

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

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在营业税税目下，建筑业适用

税率为 3%，“营改增”后建筑业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为 11%，小规模纳税

人的税率为 3%。这一政策对建筑行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建筑企业需要完整的

增值税抵扣链条，当进项税额不能抵扣或抵扣不足，就直接增加了建筑企业税

负。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长期从事猪舍建设业务的建筑商和施

工队。与常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相比，平层猪舍施工作业面大，机械化程度低，

再加上猪舍新工艺、新设备不断迭代，特殊工艺多，承建公司猪舍建设的建筑

商和施工队多为地方建筑企业，规模小、管理不完善，导致建筑企业税负大大

增加，直接提高了建筑成本。 

基于该政策背景及养殖场建设的特殊因素，牧原集团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

设立牧原建筑，设立初衷是为了帮助建筑商规范管理，适应新的税收政策变化，

进行成本管理。 

近几年，随着牧原股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牧原建筑在实际运营中，还

发挥了两个积极的作用：一是发挥集采优势，通过大规模集中采购大宗建筑材

料和设备，降低建设成本；二是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长期合作的优

质工程建筑商，通过对长期合作优质建筑商的系统管理，牧原建筑能够有效整

合优质建设施工资源，统一建设标准，对加快建设速度、确保工程质量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近年来牧原股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0 年、2019 年和 2018 年，牧原股份从牧原建筑接受的工程劳务金额分

别为 1,703,807.65 万元、473,840.63 万元和 101,795.94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

2020 年上涨幅度最大，高达 259.57%。主要原因是，牧原股份的生产经营规模

不断扩大，对猪舍建筑的投入不断增加。近三年，牧原股份对固定资产的投入

金额分别为 4,590,223.76 万元、1,023,820.36 万元和 512,975.69 万元，与接受工

程劳务金额的变动趋势一致。 

（3）牧原物流 

牧原集团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成立牧原物流。牧原物流能够充分整合社会

车辆资源，及时高效地为牧原股份提供低成本的产品及货物运输服务，且能保

证非洲猪瘟疫情下的防疫要求，保障猪群健康，降低非洲猪瘟疫情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影响。 

2020 年、2019 年和 2018 年，牧原股份从牧原物流接受运输服务的金额分

别为 96,838.09 万元、11,257.92 万元和 2,490.87 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2020

年和 2019 年涨幅分别为 760.18%和 351.97%。主要原因是，牧原股份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出栏量逐年增加。2020 年、2019 年和 2018 年，牧原股份的出栏量

分别为 1,811.50 万头、1,025.33 万头和 1,101.10 万头；牧原物流营业收入分别为

102,485.02 万元、11,066.99 万元和 2,286.02 万元。牧原股份接受运输服务金额的

增长趋势与近年来养殖规模扩大趋势一致。 

（4）牧原设备 

牧原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成立牧原设备。牧原设备成立目的主要为公

司生产场（厂）区建设及时有效提供所需的定制化养殖设备、饲料加工设备、

环保设备，并能满足公司的质量要求。 

2020 年和 2019 年，牧原股份从牧原设备采购的金额分别为 161,012.95 万

元和 346.10 万元，涨幅较大，主要原因是生猪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张和经营规模

的快速扩大，对养殖设备需求增加。 

3、取得关联方交易的定价依据，核查近三年的毛利率，并评估公允性； 

牧原股份与聚爱数字、牧原建筑、牧原物流和牧原设备的定价依据均系市

场公允价格。我们核查了各关联主体近三年的毛利率，未见异常。其中，聚爱

数字平均毛利率 6.33%，牧原建筑平均毛利率 0.81%，牧原物流平均毛利率 2.23%；



 

牧原设备平均毛利率 0.57%。 

4、取得各关联主体的财务数据，分析其经营业绩及来源情况； 

四个主要关联方主体中，近三年，聚爱数字、牧原建筑和牧原物流来源于

牧原股份的营业收入平均占比分别为 90.94%、90.78%和 94.12%。该三家关联主

体提供的交易为牧原股份日常经营所需，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定价公允，

过程规范。该三家关联主体近三年的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均较低，利润留

存金额较小，不存在侵占牧原股份利润的情况。 

牧原设备近两年的关联方收入占比分别为 51.92%和 0.95%，毛利率均不足

1%。2019 年，牧原设备主要业务为发挥集采优势开展的原材料贸易业务，此类

业务毛利率较低。2020 年，牧原设备开始向牧原股份提供定制化的设备，关联

方收入占比上升。 

各关联主体近三年部分财务数据： 

（1）聚爱数字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68,757.21 12,906.86 689.21 

净利润 252.92 25.02 -37.67 

 

（2）牧原建筑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636,565.12 511,406.04 133,174.91 

净利润 2,660.60 247.96 737.42 

 

（3）牧原物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2,485.02 11,066.99 2,286.02 

净利润 439.31 43.81 -42.47 

 

（4）牧原设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8,379.61 33,328.14 -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净利润 481.53 -250.05 - 

5、取得各关联主体的财务数据，主要通过分析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科目，

了解各关联主体的资金去向，核查是否存在资金流向的异常情况。 

通过核查四个主要关联方主体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科目，确认各主体的

主要资金流向。经核查，各关联主体与第三方均是正常往来，未发现资金占用

的情况，也未发现其他关联公司通过上述四家主体间接占用牧原股份资金的情

况。 

6、核查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牧原股份的关联方交易是真实且必要的，关联方交易定价公允，

未见异常。此外，未发现资金占用的情况，也未发现其他关联公司通过上述四

家主体间接占用牧原股份资金的情况。 

三、固定资产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为确认公司资产存在及近三年增长的合理性，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取得数据，核查公司近三年新增猪舍投资额及猪舍面积，核查近三

年的猪舍单方造价情况； 

经过对比公司猪舍单方造价，2019 年、2020 年较 2018 年有显著上升，主

要原因是 2018 年 8 月发生非洲猪瘟以来，公司主动提升生物安全等级，对猪舍

进行升级改造，通过高效过滤、独立通风、集中供料等措施，营造生产安全屏

障；通过研发智能饲喂、智能环控、养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为猪群提供高洁

净生长环境，实现安全生产。 

2、通过取得数据，核查公司产能利用情况； 

2019 年，公司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系，我国在 2018 年 8 月爆发了

非洲猪瘟疫情后，2018 年下半年猪价大幅下跌，加之禁运政策使得能繁母猪无

法自由调运，故公司 2018 年下半年整体上放缓了能繁母猪留种的扩张，致使公

司 2019 年度生猪出栏量增幅较小。2020 年，随着公司 2019 年以来加速能繁母

猪留种，公司产能利用率逐渐恢复，但因新增产能尚未完全释放，故尚未恢复



 

到 2018 年的水平。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牧原股份的固定资产未见异常。 

四、少数股东权益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存在少数股东权益的重要子公司清单； 

2、从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中抽选已处于正常投产状态的公司，将其盈利情

况与牧原股份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已处于正常投产状态的非全资子公司盈利能力和牧原股份趋于

一致。但由于大部分非全资子公司的各厂区还在建设中，产能未完全释放，整

体计算使得少数股东权益较少。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少数股东权益未发现异常。 

五、备查文件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2019 年度、2018 年度专项核查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259 号）。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