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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9         证券简称：金龙鱼             编号：202101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股东大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138 家机构，详见附件清单 

参与公司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股东大会现场股东 97人 

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26日、3月 29 日、4月 7-8日、4月 16日 

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号 

腾讯视频会议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379 号金龙鱼大厦 

全景网公司路演厅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郭孔丰先生； 

董事潘锡源先生（部分场次）； 

董事、总裁穆彦魁先生； 

董事、副总裁牛余新先生（部分场次）； 

董事、财务总监陆玟妤女士； 

董事会秘书洪美玲女士； 

消费品渠道事业部、包装油事业部、调味品事业部总监陈波先生（部分场次）； 

证券事务代表田元智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财务总监介绍 2020年经营业绩及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各业务板块依然保持增长。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49亿元，同比增长 14%，实现营业利润 89亿元，

同比增长 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亿元，同比增长 11%。 

财务总监也介绍了具体的分版块业务情况、现金流、关键指标等信息，

具体请参见附件 2《2021年 3月 24日-26日、3月 29日、4月 7-8日、4

月 16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的介绍。 

 

二、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层介绍公司情况 

公司专注于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相关的业务，因为公司相信未来中国的

食品行业潜力巨大，中国粮油食品整体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 

基于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市场对更营养、更

新鲜的产品需求不断提升，而我们遍布全国的生产网络布局，不仅可以使

得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及协调生产，更有效的加工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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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降低物流成本。同时也可以针对各地消费需求偏好，给消费者及时、

快速地提供更新鲜，更符合本地化口味的优质产品。另外，现在电商的地

位逐渐显著，粮油行业发展电商最主要的问题是产品体积和重量比较大，

物流费用较高，但是我们相信公司丰富、齐全的产品品类以及在全国广泛

的网络布局，可以迅速保障产品及时且经济的配送，这是公司发展电商渠

道的优势。 

同时，公司也非常重视研发，坚持研发引领先进消费理念，会持续

研发创新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比如推出了例如零反式脂肪酸油、含

51%荞麦含量的荞麦挂面、古法小榨花生油、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稻米油

等更健康、更具独特风味的优质产品。 

公司现有的米、面、油业务将继续增长，而且现有业务平台是一个很

好的载体，可以推广更高端的优质新产品，比如调味品、酵母、未来的中

央厨房业务等，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从业务方面，目前公司在小包装油领域市占率较高，基于消费升级以

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未来将持续推广现有的高端产品及推出更

多优质新产品，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对于油籽压榨业务,原材料占成

本较大比重，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导致损益的波动。对于公司而言，发展

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小，利润能稳步增长的业务是有利的，例如米、面业务。 

我们在米、面产品方面的整体市场占有率还很小，公司在米、面领域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预计米、面业务增长较快。目前公司在持续投资加大

米、面产能，而且我们探索了很多年精深加工模式，比如水稻循环经济模

式，这个模式能够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使得公司更具竞争优势。 

关于调味品，调味品与现有的油、米、面等产品都息息相关，是对现

有产品类别的补充和丰富。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建立多年的优质品牌形象和

覆盖面广泛的分销网络优势等推广调味品新产品。同时，也通过研发技术，

不断开发更安全、更优质、更营养、更美味的产品，我们相信我们的生产、

研发、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增强新品类的拓展能力。 

关于中央厨房，我们预计未来会发展较快。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消费者在家做饭频率减少，会希望能有快捷的餐饮解决方案；同时餐饮行

业未来商场租金和人力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厨师的流动性强，以酒店、餐

馆为例，肯定希望产品质量、口感能够保持稳定水平。 

关于中央厨房的运营模式，公司可以依托现有生产基地，建立综合性

的食品生产园区，保障产品品质，提供稳定质量的优质产品。在食品生产

园区内，公司可以自己加工中央厨房产品，也可以引进其他中央厨房加工

企业。在园区实现产品仓储、实验研发、物流运输、销售渠道等资源共享。

公司现有工厂的米、面、油等原料可以直接、及时配送至中央厨房，减少

运输环节，节省包装成本。同时可以引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打造

中央厨房生态体系，通过中央厨房的规模优势，可以集中采购园区内企业

共同需求的原材料，也可以共享部分销售渠道，进一步降低生产、物流及

营销成本。另外，公司有领先的烘焙中心，烹饪学院，可以提供专业化定

制化的服务，创新研究如何利用合适的原料以及应用方法开发更优质美味

的产品，为园区内客户提供产品研发、创新服务。 

同时公司在餐饮渠道有较好的营销网络，餐饮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更

高，优质且价格合理的产品会受到更多青睐。他们既是我们粮油产品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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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户，也会成为公司调味品、中央厨房等新产品的重要客户，在现有餐

饮渠道，我们相信通过产品品类多样化、一站式配送、研发等方面带来的

质量、成本及服务优势将会帮助公司很好地发展新业务。 

公司开展新业务的策略是围绕现有业务上下游以及有互补性的业务

展开，现有项目能帮助新项目的发展，新项目做成功也会协助现有项目做

得更好，所以每做一个新的业务，会使得现有业务更强。公司的业务规划

都是比较长远的，我们的业务是逐步开展的，先打好基础，研究好产品类

型、探索如何生产最好的产品、如何进行新工厂选址、如何进行营销方面

的布局等。我们相信，做好规划后再开展更能发挥出优势，只要一步一个

脚印地做好我们眼下的工作，自然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三到五年的规划，我们相信现有业务，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公司食用油的市场占有率不低，随着消费不断升级，预计未来高端产品的

量会有较为快速的增长；对于米、面来说，市场是油的 4-6倍，公司在米、

面市场的份额还非常小，市场潜力非常大；关于调味品业务，我们刚刚起

步，相信我们在研发、生产布局、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也可以使得公司调味

品产品会有不错的发展；关于中央厨房等新业务，我们非常看好其未来发

展前景，也相信公司能够充分发挥优势将中央厨房等新业务开展好。 

希望广大投资者与公司一样，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支持我们建立

一个世界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带给中国消费者质量更好、更美味、

更健康、更安全、价格更合理的食品，同时跟我们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

果。 

 

三、主要 Q&A 

1. 公司在调味品方面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调味品是否需要开发新的经

销商和管理团队？ 

答：公司现已有部分调味品产品，如芝麻油、芝麻酱、花椒油、藤椒油、

酱油、醋等，目前业务进展良好。关于酱油和醋，目前公司有两个工厂，

酱油厂在泰州，是和台湾知名企业丸庄公司合资建立的，目前主推高端黑

豆酱油；醋的工厂在山西，是我们与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建立的。后期调味

品也会根据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来决定进一步的产能扩张；另外，公司最

近也推出了蚝油、料酒等调味品产品。 

同时，调味品和粮油产品的经销渠道重叠度比较高，粮油的经销商通

常也会经销调味品，同时，我们也会开发专门的调味品经销商进一步开拓

市场。关于管理团队，公司也专门成立了调味品事业部来管理调味品相关

业务，团队成员除了公司原有米面油业务的同事外，公司也聘请了专业、

有经验的人员来推动业务开展。 

我们相信公司在研发、生产布局、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帮助我们在

调味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2. 请介绍一下公司的套保业务？ 

公司会通过商品套期保值等措施对原料的价格波动风险进行管理。 

通俗来讲，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大豆等原材料现货，公司采购原材料时，

以大豆为例，我们从境外采购大豆，从下订单到运输至国内，再进行加工、

销售，会有 3个月左右的周转期，大豆作为大宗商品之一价格波动比较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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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如果这期间公司不做商品套期保值，会隐含较大风险，可能会造成公

司的利润波动幅度比较大，因此公司会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期货交易合同作

为保值，与现货原材料进行风险对冲。在原材料处于涨价行情中，现货会

盈利，而衍生品期货会亏损。如果原材料行情突然下行，假设公司没有做

商品套保，公司的业绩会受到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会计角度来看，国内会计准则对套保的处理有严格的要求。当商业

套保能够满足会计准则下的套保要求时，已实现的部分计入营业成本，未

实现的部分计入库存成本；但是当一些套期保值不能满足会计准则对套保

要求时，已实现的部分计入投资收益，未实现的部分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在 2020 年末，公司对尚未平仓的套保衍生品按市价计量并将公允价

值变动计入损益，而套保对应的部分原材料及存货尚未销售故未计入当期

损益，此部分现货销售预计将在 2021 年实现，这部分业绩未来会随现货

销售的展开而逐步转回。 

因此，应该把整个业务当做一个整体，期货与现货利润需要相互结合

来看。从公司的经营业绩来看，利润趋势表现还是较为稳定增长的。 

 

3. 公司对未来大米、面粉业务的展望？ 

答：我们在米、面产品方面的整体市场占有率还很小，公司在米、面领域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从采购方面看，公司在优质原料产地布局了多个生产加工企业，可

以收购当地新鲜优质的水稻、小麦原料，同时综合企业群的规模效益使得

公司可以在企业群内共用先进的仓储设备，共用采购团队统筹负责采购水

稻、小麦等多种原料，降低采购成本。同时，由于公司稻谷、小麦原料的

采购规模较大，可以聘请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组成采购团队，使得我们整体

的采购工作更加具有优势。 

从行业内米、面工厂的分布来看，过去很多米、面工厂主要集中于产

区，将产品从产区运输到销区有很大一段距离。公司在很多销区也建立了

综合加工基地，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新鲜的、更多品类的产品，同时接近

销区可以更好的服务市场，提供定制化需求的产品，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

这些工厂的效益都是不错的。 

从生产模式来看，公司遍布全国的生产网络，辐射范围广，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统筹及协调生产，满足客户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产品需求；

另外，公司拥有先进的精深加工模式——水稻循环经济模式，基于优质原

料，加工品牌化优质大米，提高溢价能力；作为主要的副产品，稻壳用来

发电，稻壳灰用来提取白炭黑等高附加值产品；另一项副产品米糠用来榨

取高营养价值的稻米油，可以进一步深加工为多种食品、保健品原辅料，

米糠粕可以销售给饲料客户。这一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水稻的价值，提升产

业链的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也是需要在具备规模

优势基础上才能采用的模式，也比较难以被复制。 

未来，关于米、面产品的家庭消费趋势也会是包装化、品牌化。而

且米、面的产品粘性会更高，因为消费者对米、面产品的体验更直接。比

如，米饭的好坏经品尝后马上就能感知和分辨；而面粉产品，甚至不用品

尝，和面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产品的差异，且不同面粉做出产品的效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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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因此，米、面产品消费者的忠诚度更高，更容易获得品牌溢价。 

基于米、面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机会，公司利用既有的全国网络优势、

生产加工模式、品牌运作经验、资金实力、工厂布局等，未来预计米、面

业务会有较快增长。 

 

4. 渠道下沉的进展？ 

答：公司三年前就开始积极推动渠道下沉，目前渠道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

覆盖到县一级，在部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网点能触及到镇、村一级。随

着公司产品类型的不断丰富，比如日化、调味品等产品的持续推出，公司

会持续进行深度渠道下沉，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区域，会进一步细分市场。

未来村、镇一级市场的管理也会细化，我们的众多产品渠道都会进一步下

沉。 

 

5. 如何看待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问题？ 

答：原材料价格的变化是针对全行业的，如果原材料价格上涨，行业内所

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原材料采购的好，同时我们的加工

成本、物流成本受益于遍布全国的综合性企业群，营销成本受益于多品类

可以共用渠道、品牌的优势，同时产品溢价能力强，我们就不会在原材料

价格波动环境中处于劣势。 

 

6. 公司如何定义高端产品？ 

答：如果以售价来区分高端产品，假设市场均价我们定义其为中位数 50

分，即 50分为中端产品，那 75分以上的产品为高端产品。公司目前小包

装油产品结构中，高端产品占比较中端小，整个比例还不大，但是高端产

品的增速是较快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

到健康食品的重要性，国内对更优质、更健康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近几年，公司也开发了例如“零反式脂肪酸”油、古法小榨花生油、外婆

乡小榨菜籽油、稻米油、乳玉皇妃五常稻花香、金龙鱼小鲜米、含 51%荞

麦含量的荞麦挂面、发酵挂面、河套平原雪花粉等更健康、更优质的高端

产品。未来，公司也会顺应不断升级的消费趋势，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产

品。 

 

四、业绩说明会 

公司在 2021年 4月 8日 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了 2020年度业绩说明

会，具体问答可以参考 https://ir.p5w.net/c/300999.shtml。 

附件清单（如有） 

请见附件 1《2021 年 3 月 24 日-26 日、3 月 29 日、4 月 7-8 日、4 月 16

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清单》 

请见附件 2《2021 年 3 月 24 日-26 日、3 月 29 日、4 月 7-8 日、4 月 16

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 

日期 202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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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 年 3 月 24 日-26 日、3 月 29日、4 月 7-8 日、4月 16 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

清单 

Azimut 沣京资本 翎展投资 腾跃基金 

Anatole 沣沛投资 领骥资本  天风证券 

CLSA 富国基金 麦格理证券 天弘基金 

Comgest 高盛高华证券 美银证券 同犇投资 

FountainCap 高毅投资 民生证券 武汉美阳投资 

GIC  工银瑞信 民生加银基金 西部证券 

Green Court 广发基金 明达资产 新华资产 

Jefferies 广发证券 铭海投资 星展证券 

Manulife 国海证券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兴业基金 

Millennium 国君资管 南方基金 兴业证券 

Pinpoint 国联安基金 诺安基金 旭松资本 

Point 72  国盛证券 鹏华基金 雪湖资本 

TX Capital 国寿资产  千禧年基金 衍航资本 

WT Capital 国泰君安 前海开源 易同投资 

安信基金 国投瑞银 前海联合基金 银华基金 

安信证券 国信证券 前海人寿 永赢基金 

奥陆资本 海通国际自营投资  青岛国信金控 甬兴资管 

榜样投资 泓德基金 人保资产 裕晋投资 

宝盈基金 华安基金 融创智富 长城基金 

博道基金 华宝基金 融通基金 招商基金 

博鸿资产 华美投资 融泽投资 喆颢资产 

博时基金 华泰柏瑞基金 瑞华基金 浙商证券 

才华资本 华西证券 睿远基金 中海基金 

澄金资产 汇添富基金 润晖投资  中金财富 

大成基金 惠理基金 上海顶天投资 中金公司 

大和証劵  惠正投资 上海和谐汇 中泰证券 

大和资本 加拿大鲍尔 上海彤源投资 中信建投 

大家资产 嘉实基金 上海希瓦资产 中信证券 

大朴资产 交银施罗德  申万宏源证券 中意资产 

大象资产 景林资产 深圳民森投资  中银基金 

淡水泉投资 景顺长城基金 深圳综彩投资  

鼎晖投资咨询 景泰利丰投资 拾贝投资  

东北证券 巨杉资产 世诚投资   

东方证券 开源证券 锶钟投资  

东方资管 蓝墨投资 太平洋证券  

方正证券 林园投资 泰康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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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1 年 3 月 24 日-26 日、3 月 29日、4 月 7-8 日、4月 16 日调研活动附件

之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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