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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9               证券简称：金龙鱼                  编号：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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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83家机构，详见附件清单 

时间 2021年 11月 1日 

地点 ZOOM 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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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总裁穆彦魁先生； 

董事、副总裁牛余新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陆玟妤女士； 

董事会秘书洪美玲女士； 

公司营销管理中心、消费品渠道事业部及包装油事业部总监陈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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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总监陆玟妤女士介绍 2021年三季度经营业绩情况 

2021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7亿元，同比增长 16%；利润

总额 56.5亿元，同比下降 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亿元，

同比下降 28%。 

具体请参见附件 2《2021年 11月 1 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的

介绍。 

 

二、主要 Q&A 

1. 请介绍一下今年三季度利润环比下滑的原因？ 

答：今年第三季度利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原材料成本上涨，利润受到挤压；

另一方面今年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好转，市场竞争加剧，公司零售渠道产品

受到冲击，导致产品结构有所变化，毛利较低的餐饮渠道产品销量占比提

升；同时压榨利润处于低位，在没有流动资金压力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主

动降低压榨量，以减少亏损。 

不过我们不太担心短期的业绩下滑，我们看重的是行业前景以及公司

本身的竞争力。食品行业是中国最大的生意，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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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均食品消费量会增加，同时市场对更优质产品的需求也会提升。公

司在食品行业中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 

刚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时我们主要加工进口原材料，主要是大豆和食

用油加工，之后我们在内陆兴建工厂，主要加工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国产

原材料。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综合性生产基地，使我们能够更有

效地加工国内外原材料及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能够更快速、更经济地

将我们的产品送达客户；并进入相关的下游业务领域。公司在全国布局的

综合性生产基地的数量还在增加，这也会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竞争力。 

我们只选择做与现有农产品加工及厨房食品相关的业务，这样就可以

共享生产设施、专业的采购团队、品牌、营销和渠道网络。我们现有的业

务能够帮助调味品等新产品的推广，新的业务如中央厨房等能够帮助现有

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中央厨房是现有业务非常好的销售渠道，并且能够帮

助现有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另外，我们建立了行业内领先的研发中心，

持续研发创新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也建立了优秀的烘焙中心、金龙鱼

国际烹饪研究院，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从公司起步开始，我们不断走在行业前沿，未来也会继续建新工厂，

开拓新业务都会需要投入更多的费用，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从

长远来看，这些新项目会给公司带来竞争优势以及不错的回报。我们相信

公司的优势足以成功拓展新业务，我们过去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

过去发展的新业务基本都非常成功。 

 

2. 对大宗原料价格走势的看法，及后期（包括第四季度）压榨业务开机

率及经营业绩的展望？ 

答：目前国际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油脂的价格，是近年的最高峰。价格

主要受供需、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判断价格走势，所

以在如今价格水平较高的时候我们的采购非常谨慎。 

第四季度业绩可能还是具有挑战性的。但压榨业务预计会好一些，目

前猪价已从低点恢复不少，同时由于玉米的价格已经有所下降,在饲料配

方中用小麦替代玉米进而使得豆粕需求下降的情况会减少。 

我们对集团的长远发展很有信心。市场对农产品和食品的需求不会下

降，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会增加。我们产品种类丰富，生产基地遍布全国，

生产设备高效，而且公司的产品质量、品牌形象、营销网络、研发、管理

团队等能力也是最好之一，这也是难以复制的优势。公司每年都在进步，

包括新工厂规模及业务结构布局、新品牌建设、渠道网络拓展、新项目的

加入等，这会使得公司业务模式越来越好。因此，公司不太担心短期的业

绩波动，最重要的是每年都要有进步，我们也希望投资者能够着眼于公司

长期的发展。 

 

3. 公司社区团购业务现状、对原有渠道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规划？ 

答：社区团购在今年春节前后最为活跃，整体来讲，社区团购仍主要集中

在中端、大众型的产品，但目前社区团购行业也在进行整合升级。 

目前公司和主要的团购社区平台都有合作，并且合作的规模和深度都

在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模式主要是采取更多定制化的产品，既能够满足社

区团购的需求，同时又减小对现有渠道的冲击。定制化的模式也受到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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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团购平台的欢迎，所以目前在主要的社区平台上，公司都是主要的供应

商之一。另外，随着社区平台自身的发展，由点向全国扩散，公司的众多

生产基地、全国性的供应网络、产品种类丰富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关于社区团购对渠道的影响，大型卖场和连锁商超也有线上销售的部

分，虽然其在线下客流量有所下降，但其自身的线上渠道会弥补一部分销

售，所以影响不大。而传统渠道，初期受到社区团购的冲击比较大，但社

区平台的补贴减少之后，同时公司与社区团购的定制化合作模式的开展，

也都会减少此类冲击。总体来看，社区团购对原有渠道的影响是可控的。 

从公司组织架构来看，为了使得社区团购业务与传统渠道更好的协

同，是由传统渠道部门进行管理，但也专门成立了相关团队负责社区团购

业务。 

 

4. 公司的新业务体量相对较小，现有经销模式以及组织架构发展新业务

的积极性会不会比较低？ 

答：经销商层面，公司有两种经销商。一是传统的粮油经销商，可以利用

其现有的渠道网络来承接公司的新业务，切入市场会比较迅速；二是公司

也开发了专业经销商，其在某一产品领域有丰富的经营经验，这两种经销

商之间也能够互相促进。目前，传统渠道经销商数量占比较高，在八成左

右，在餐饮端这一比例会稍低些。 

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层面，以调味品为例，随着公司调味品种类的不断

丰富，公司成立了专门的调味品事业部，负责调味品的整体业务管理，从

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物流配送、产品品牌推广，都是由专门的部门和专

业的团队负责，这个团队结合了调味品专业经验丰富的同事和公司原有粮

油业务的同事。在具体的销售执行上，公司也是借助现有的渠道平台来进

行销售。 

上述模式既充分发挥了公司现有的优势，又兼顾了每个产线的专业性

和特殊性。公司的其他业务，比如食用油、大米、面粉起步时也是使用上

述的模式，从过往经验以及现状来看，这个模式是可行的。 

 

5. 公司今年的提价情况以及提价策略如何？ 

答：以零售端为例，公司在 20年底和 21年 3-4月份调整了不同油种价格，

根据各个品种的原料、行情、市场竞争力、消费力多方因素考虑，相对比

较谨慎，不同油种涨价幅度不同，整体涨价幅度约为 10%-15%，目前价格

上涨幅度尚未完全覆盖原料上涨的幅度，后期需要关注原料的走势以及消

费情况。 

今年 3月份之后，整个市场消费力呈现比较弱的状况，同时也出现了

消费分级，即高端和低端两级分化较为明显。这些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加剧

了整个上半年的市场竞争。在持续长达一年多的疫情之下，消费者的可支

配收入以及储蓄状况都出现了变化，消费者储蓄意愿更强了。整体来看，

我们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的现象，从 8月份之后，市场整体消费力在逐步提

升。所以，从中长期来看，高端产品即消费升级仍是一个最大的机会。公

司仍坚持升级产品结构，推广中高端产品的整体策略，同时结合目前消费

分级的情况，为了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也会加强大众化、流通型产品来

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阶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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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中国已深耕超过 30 年，而且我们主要生产的粮油米面是民生

产品，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体验和接受度，关于调价，我

们要平衡消费者的接受度与公司的成本、利润及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较

为稳健的处理调价问题。公司的生意是长期的，是要对消费者、对市场负

责。所以，公司首先会通过强化内部经营管理，去消化成本的浮动和上涨，

如行情长期维持高价，我们也会考虑调价。因此，我们今年涨价节奏尤其

是零售端是慢于行情上涨的，这次行情上涨也比较特别，持续时间长而且

幅度较大，所以在短期业绩表现上体现了这点，但是我们觉得公司的价格

策略是更长线、更负责任的，并且是对品牌发展更有利的。 

 

6. 调味品今年第三季度的发展情况，渠道扩展的重点，以及未来规划？ 

答：公司调味品业务正在逐步推进，目前仍处于布局和进入市场的阶段。

在零售端，调味品的特点体现在其消费者对口味、品类、品牌等粘性更高，

而价格因素偏弱，因此新品牌进入市场要取得消费者的认同需要更长的过

程。在餐饮端，价格、服务、供应链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比如在餐饮渠

道，其米面油需求很大，调味品相对较少，那么在产品质量好的基础上，

公司在配送、营销方面的优势会更加明显，目前公司调味品业务在餐饮渠

道的进展速度也较快。未来，中央厨房项目落地后，预计调味品业务会推

广的更快。 

关于调味品产品，除了原有的芝麻香油、花椒油等，现在主要有酱油、

醋、蚝油和料酒。其中，蚝油和料酒暂时是代加工生产，但随着我们新工

厂的建成投产，调味品产品都将以自己生产为主。 

我们对调味品业务比较有信心：首先，调味品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其次，调味品和粮油同属于厨房食品类别，其渠道的重

合度也非常高。今年调味品行业我们观察到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认为

是整体市场环境包括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众多因素造成的，但预计仍是阶段

性的问题，可能在过程中也有洗牌和结构调整，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

因此我们也十分看好并会抓住机会积极发展调味品业务。 

 

7. 公司如何从国内众多中央厨房项目中脱颖而出，央厨未来的产品及其

盈利能力如何？ 

答：食品行业是中国最大的生意。我们认为，一项业务要做成功，产品质

量、生产成本、营销成本、配送成本等都要具有优势。 

关于中央厨房的优势，公司可以依托现有生产基地，建立综合性一流

的中央厨房及食品生产园区，园区内的企业能够以最具竞争力的原材料、

制造、物流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安全食品。公司会通过自己的中央厨房

生产例如学生餐等体量大的产品，同时园区和中央厨房是对外开放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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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配套

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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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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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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中央厨房项目正在多地筹建中，预计最快今年年底杭州项

目会建成投产。 

公司预计中央厨房业务的前期培育期会比较短。我们认为公司发展中

央厨房业务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拥有生产、营销、配送等一系列成

本优势，且产品质量优质，相信会带来不错的效益。 

 

8. 今年三季度大豆期货单边小幅下跌，所以导致公司的期货盈利？ 

答：从报表来看，披露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主要包括不满足套

期会计要求的商业套保期货交易的未实现、已实现损益。满足套期会计要

求的期货损益会计入存货成本，并随着货物的销售计入营业成本，但这部

分数据未在财务报表中直接体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是期初的转回部

分以及本期未实现的部分，就第三季度来看体现了盈利。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能从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简单推

断公司整体的期货经营情况，因为公司经营品种比较多，且头寸也是动态

调整的。 

 

9. 公司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答：公司致力于成为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之一，能够加工品类最

多、质量最好的农产品和厨房食品。 

附件清单（如有） 
请见附件 1《2021年 11月 1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清单》 

请见附件 2《2021年 11月 1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 

日期 2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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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 11月 1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清单 

3WFund 沣沛投资 璟恒投资 世纪证券 

Crisil 富瑞金融集团 久战久胜 双安资产 

Grand Alliance 高盛 君道量化 太平洋证券 

Point72 歌斐资产 开源证券 天治基金 

安信证券 光大证券 凯读投资 同犇投资 

博笃投资 广发证券 里昂证券 温莎资本 

长江证券 国海证券 林园投资 西安交辉 

晨曦投资 国华兴益 麦格理证券 新加坡政府投资 

呈瑞投资 国金证券 美林证券 星展银行 

崇哲投资 国泰君安 民生证券 兴业证券 

大成基金 国信证券 明达资产 兴亿投资 

大和证券 海通证券 摩根士丹利 永赢基金 

大华继显 恒安标准人寿 平安基金 泽添基金 

大朴资产 泓德基金 瑞信方正 招商证券 

淡泰资本 华西证券 润邦投资 挚信资本 

德邦证券 华鑫基金 润晖投资 中金公司 

东北证券 华鑫证券 善道投资 中欧瑞博 

东方证券 交银施罗德 申九资产 中泰证券 

东吴基金 精至资产 申万宏源 中信建投 

方正证券 景林资产 神农投资 中信证券 

丰琰投资 景顺长城 世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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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1年 11月 1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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