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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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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20】第 383 号），根据问询函的问题，本公司及相关方进行了认真调

查核实，现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07 亿元，同比增长 32.93%；实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下简称“现金净流量”）5.32 亿元，同比增长

180.03%。请你公司结合行业情况、竞争环境、产品价格、销量、成本、期间费

用、毛利率等方面，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现金净流量均有大幅增长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生猪养殖业务大幅增长 

单位：亿元 

营业收入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加 2019 年收入占比 2018 年收入占比 变动 

生猪养殖 44.44 28.02 58.59% 73.98% 62.01% 11.97% 

动物疫苗 0.58 1.07 -46.02% 0.96% 2.36% -1.40% 

饲料产品 12.69 13.72 -7.54% 21.13% 30.37% -9.24% 

食品加工 2.20 2.27 -3.35% 3.66% 5.03% -1.37% 

工程环保 0.16 0.10 62.17% 0.27% 0.22% 0.05% 

合计 60.07 45.19 32.93% 100.00% 100.00%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0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了 14.88 亿元，同

比增长 32.93%，主要是生猪养殖业务销售大幅增加，2019 年度生猪养殖业务销

售收入 44.44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了 16.42 亿元，同比增加 58.59%。2019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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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销售收入占集团营业收入比重为 73.98%，占比增加了 11.97%。 

（2）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生猪价格较高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9 年我国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及生猪出栏量

均经历了产能大幅去化，再逐渐缓慢恢复的过程。能繁母猪存栏量最低时点 2019

年 9 月仅有 1,913 万头（农业农村部 400 个县监测数据，下同），同比下降 39%。

生猪存栏量最低时点 2019 年 10 月仅有 19,075 万头，同比下降 41.37%。生猪产

能下降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才开始企稳回升。2019 年底，我国能繁母猪存栏 2,029

万头，同比下降 31.66%；生猪存栏 31,041 万头，同比下降 27.5%；2019 年生猪

出栏 54,419 万头，同比下降 21.6%；猪肉产量 4,255 万吨，同比下降 21.3%。受

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猪价也经历了从低谷到历史高位的波动，10 月份达到高点

后有所回落，仍保持高位运行。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2019 年 12 月，全国

活猪平均价格 33.28 元/公斤，同比上涨 138.57%。 

从政策面看，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稳产保供政策措施来促

进生猪产能的恢复。从未来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看，非洲猪瘟疫情抬高了行业壁

垒，同时具有防疫优势和资金优势的规模养殖企业将在这一轮猪周期中快速提升

产能，占据市场份额，非洲猪瘟疫情加速了行业集中。 

（3）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生猪价格

较高 

2018 年、2019 年度，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快速扩张，销售规模逐步扩大，生

猪销售量分别为 216.97 万头、243.94 万头，同比增长 12.43%；公司全年生猪销

售均价 18.58 元/公斤，较 2018 年上升了 53.31%。2019 年，公司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由于 2019 年第二季度以来，生

猪价格涨幅较大。2019 年相比 2018 年，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生猪销售及价格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生猪销售收入（亿元） 2018 年生猪销售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温氏股份 395.45 329.45 20.03% 

牧原股份 196.61 132.69 48.17% 

正邦科技 113.82 76.26 49.25% 

天邦股份 44.44 28.02 58.59% 

公司名称 2019 年头均收入（元/头） 2018 年头均收入（元/头） 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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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股份 2,135.26 1,477.55 44.51% 

牧原股份 1,918.15 1,205.07 59.17% 

正邦科技 1,965.80 1,376.56 42.81% 

天邦股份 1,821.76 1,291.42 41.07% 

公司名称 2019 年生猪出栏量（万头） 2018 年生猪出栏量（万头） 同比增长率 

温氏股份 1,852 2,229.70 -16.94% 

牧原股份 1,025 1,101.1 -6.91% 

正邦科技 579 553.99 4.51% 

天邦股份 243.94 216.97 12.43% 

注：该表中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统计自各公司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注：上图中公司 2019 年 8 月-2019 年 12 月的平均销售价为剔除仔猪、种猪影响后的价格，

未剔除前的平均销售价分别为 25.33 元/公斤、48.64 元/公斤、42.67 元/公斤、41.91 元/公斤、34.22

元/公斤。 

综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07 亿元，同比增长 32.93%，该增长趋势主要是

由于 2019 年度猪价相对较高导致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的生猪销售收入增长趋势较为一致，具有合理性。 

2、现金净流量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1）现金流量表分析 

单位：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额 同比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38 45.5 13.88 30.51%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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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额 同比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4 6.21 2.43 39.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05 51.71 16.34 31.6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03 38.61 5.42 14.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9 4.67 0.02 0.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0.3 0.47 -0.17 -37.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1 6.06 7.65 126.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73 49.81 12.92 2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 1.9 3.42 180.03% 

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32 亿元，较 2018 年增加

3.42 亿元，增长率 180.03%，主要是因为：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59.38 亿元，增加了 13.88 亿元，同比

增加 30.51%，主要是由于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增加，收到的生猪销售款增加。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07 亿元，同比增长 32.93%，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的增长率与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较为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8.64 亿元，增加了 2.43 亿元，主要为

2019 年生猪价格处于上行周期，合作农户参与合作养殖的意愿较高，公司也提

高了单头生猪养殖保证金缴纳的标准，公司收到合作农户养殖保证金较多。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44.03 亿元，增加了 5.42 亿元，主要

是第三、第四季度，随着非洲猪瘟疫情形势好转，为满足增产需求，受影响较重

的省区开始采购生猪补栏，对外支付的生猪购买款较大，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13.71 亿元，增加了 7.65 亿元，主要

是 a）公司在 2019 年上半年采取了提前出栏、清栏等措施，提前销售了部分生

猪，出栏量较大，对应的需退还合作农户的保证金金额较大；b）公司在 2019

年度大幅扩建生猪养殖业务，支付、预付的猪场租金及押金较大。具体明细见本

问询函问题 8 的回复。 

5）期间费用、毛利率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额 增减 

营业收入 60.07 45.19 14.88 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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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额 增减 

营业成本 51.86 39.91 11.95 29.95% 

毛利 8.21 5.28 2.93 55.43% 

综合毛利率 13.67% 11.69% - - 

期间费用 8.13 6.51 1.62 24.92% 

期间费用率 13.53% 14.39%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 1.9 3.42 180.03% 

2019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与 2018 年度相比有所上升、期间费用率与 2018

年度相比略有下降。 

综上，由于 2019 年度生猪销售均价大幅上涨，公司 2019 年收入大幅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各个科目均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幅比例大于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增长较大。其中，毛利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增长

是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公司现金流大幅上升

具有合理性。 

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2.45 亿元、16.95

亿元、15.14 亿元和 15.53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3.35 亿元、-0.32 亿元、3.79 亿元、0.88 亿元；实现现金净流量-0.45 亿

元、1.33 亿元、-0.26 亿元和 4.70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收入、成本、期间费用、

收付款政策等因素，说明净利润、现金净流量季度波动与营业收入季度波动存

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净利润季度波动与营业收入季度波动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9 年第一至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2.45 亿元、16.95 亿

元、15.14 亿元、15.53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3.35

亿元、-0.32 亿元、3.79 亿元、0.88 亿元。 

表 1：分季度利润简表 

单位：亿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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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45 16.95 15.14 15.53 

营业成本 13.21 15.18 11.41 12.05 

毛利 -0.76 1.77 3.73 3.47 

期间费用 2.03 2.03 1.74 2.33 

投资收益 0.02 0.10 2.08 -0.07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35 -0.32 3.79 0.88 

公司 2019 年全年各季度营业收入较为平均，收入没有明显的波动。公司营

业收入中主要为生猪销售收入，2019 年第一、二季度，公司生猪销售均价较低、

出栏量相对较高，2019 年第三、四季度，公司生猪销售均价较高、出栏量相对

较小，因此全年各季度生猪销售收入及营业收入较为平均。 

公司毛利各季度变化的分析具体如下： 

表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生猪养殖 98,520.97 79.79% 121,131.60 71.81% 99,587.67 66.16% 124,959.05 80.98% 

动物疫苗 1,778.78 1.44% 1,148.63 0.68% 1,342.80 0.89% 1,424.65 0.92% 

饲料产品 20,361.88 16.49% 42,355.33 25.11% 43,300.79 28.77% 17,665.12 11.45% 

食品加工 2,600.59 2.11% 3,701.61 2.19% 5,916.00 3.93% 9,540.46 6.18% 

工程环保 214.01 0.17% 346.95 0.21% 367.59 0.24% 715.18 0.46% 

主营业务

收入合计 
123,476.24 100.00% 168,684.13 100.00% 150,514.86 100.00% 154,304.45 100.00% 

 

表 3：主营业务毛利构成 

单位：亿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生猪养殖 -13,393.98 173.10% 7,595.25 42.91% 27,986.03 74.97% 30,655.65 88.45% 

动物疫苗 1,356.12 -17.53% 833.86 4.71% 896.34 2.40% 804.38 2.32% 

饲料产品 4,458.17 -57.62% 9,288.95 52.48% 8,400.35 22.50% 2,611.91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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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食品加工 -210.08 2.72% -132.74 -0.75% -26.55 -0.07% 381.57 1.10% 

工程环保 52.12 -0.67% 115.03 0.65% 72.50 0.19% 204.14 0.59% 

主营业务毛

利合计 
-7,737.66 100.00% 17,700.36 100.00% 37,328.66 100.00% 34,657.65 100.00% 

生猪养殖板块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毛利的主要来源，是公司收入利润变动

的主要因素。2019 年第一至四季度，公司生猪养殖毛利分别为-13,393.98 万元、

7,595.25 万元、27,986.03 万元、30,655.65 万元，波动较大，是公司整体毛利波

动的主要原因。公司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率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生猪销售价格的

波动，2019 年第一季度，生猪销售价格处于低点，公司生猪养殖毛利为负；2019

年第二季度起，生猪销售价格逐步回暖，公司生猪养殖毛利率与毛利逐步增大。 

 

注：上图中公司 2019 年 8 月-2019 年 12 月的平均销售价为剔除仔猪、种猪影响后的价格，

未剔除前的平均销售价分别为 25.33 元/公斤、48.64 元/公斤、42.67 元/公斤、41.91 元/公斤、34.22

元/公斤。 

2019 年第一至四季度，公司饲料产品毛利分别为 4,458.17 万元、9,288.95

万元、8,400.35 万元、2,611.91 万元。公司饲料产品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水产饲

料的外销，而水产养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 5 月至 10 月，高温季节的水产

动物快速生长，水产动物快速生长期也通常为公司水产饲料产品的销售旺季。因

此，第一、第四季度为水产饲料销售淡季，销量低，收入较低、毛利较低；第二、

第三季度是旺季，销量高，收入较高、毛利较高。公司饲料产品毛利的季节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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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整体毛利波动。 

2019 年第一至四季度，公司动物疫苗毛利分别 1,356.12 万元、833.86 万元、

896.34 万元、804.38 万元，毛利较为稳定；食品加工与工程环保收入和毛利占比

较低，对公司整体毛利影响较小。 

2019 年各季度，公司期间费用整体较为稳定，期间费用不是公司各季度净

利润波动的主要原因。此外，2019 年第三季度，公司出售了广东海茂股权，产

生投资收益 19,942 万元，使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高。 

综上所述，公司 2019 年全年各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波动较大，

主要受公司产品毛利的影响，其中主要是生猪的毛利。由于 2019 年初生猪价格

处于低点，自 2019 年第二季度后开始回暖，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公司生猪养

殖板块的毛利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大幅提升，利润增加。公司各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的变化，各季度

变化具有合理性。 

2、现金净流量季度波动与营业收入季度波动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亿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环比 第三季度 环比 第四季度 环比 

营业收入 12.45 16.95 36.14% 15.14 -10.68% 15.53 2.5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2.31 15.87 28.92% 14.03 -11.59% 17.16 22.31%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0.03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7 2.23 7.73% 2.19 -1.79% 2.15 -1.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4.38 18.11 25.94% 16.26 -10.22% 19.31 18.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9.58 10.71 11.80% 12.28 14.66% 11.47 -6.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48 0.97 -34.46% 1.08 11.34% 1.16 7.41% 

支付的各项税费 0.16 0.08 -50.00% 0.01 -87.50% 0.04 30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61 5.02 39.06% 3.15 -37.25% 1.94 -38.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4.83 16.78 13.15% 16.52 -1.55% 14.61 -1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45 1.33 -395.56% -0.26 -119.55% 4.7 -19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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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2.45 亿元、16.95

亿元、15.14 亿元、15.53 亿元；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环比变动分

别为 36.14%、-10.68%、2.58%。 

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要为生猪销售收到的现金。2019 年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2.31

亿元、15.87 亿元、14.03 亿元、17.16 亿元，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第二、第三、第四季度环比变动为 28.92%、-11.59%、22.31%。由于公司生猪

销售主要为现销，销售时即产生收款，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

业收入波动较为一致。公司第四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高，主要

是由于公司饲料板块在年末为结账期，年末会收到较多饲料业务的销售回款；此

外，由于 2019 年末国内生猪存栏不足，供不应求，部分地区生猪销售收取了预

收款，因此第四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略高于销售收入。 

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合作养户缴纳的保证金，2019

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

2.07 亿元、2.23 亿元、2.19 亿元、2.15 亿元，各季度较为平均，不是现金流波动

的主要原因。 

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主要为公司购买饲料、饲料原料支付的

现金。2019 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为 9.58 亿元、10.71 亿元、12.28 亿元、11.47 亿元，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第二、第三、第四季度环比为 11.80%、14.66%、-6.60%。随着非

洲猪瘟疫情进一步发展，政府为了防控疫情进一步加强了禁运等措施，公司在

2019 年上半年采取了提前出栏、清栏等措施，存栏生猪较少，公司购买饲料、

饲料原材料所支付的现金有所减少；第三、第四季度，随着非洲猪瘟形势好转，

为满足增产需求，受影响较重的省区开始采购生猪补栏，对外支付的生猪购买款

较大，购买生猪的成本高于饲养生猪所需购买的饲料等成本，因此公司第三、第

四季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高。 

2019 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分别为 1.48 亿元、0.97 亿元、1.08 亿元、1.16 亿元，数额较小，不是影响现

金流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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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为 3.61 亿元、5.02 亿元、3.15 亿元、1.94 亿元，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第二、第三、第四季度环比变动为 39.06%、-37.25%、-38.41%。公司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养殖户保证金、租金。第一、第二季度受

非洲猪瘟影响，生猪提前出栏，且考虑到生物安全要求，公司并没有及时补栏，

同时对猪场进行环保改造，形成了一定的空栏期，收取的保证金退还给养殖户，

第三季度开始公司非洲猪瘟技改效果开始显现，公司已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防控

体系，生猪存栏栏逐步增加，退还给农户的保证金逐季度减少。 

综上，公司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45 亿元，主要是

受生猪价格低迷影响，生猪销售收入较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低

所致。 

第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第一季增加，为 1.33 亿元，主要

是随着生猪价格的回暖，生猪销售收入增加，而相关采购金额并未同比例增加所

致。 

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第二季减少，为-0.26 亿元，主要

是公司生猪销售量减少，导致销售收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降低，

而公司又对外采购了较多的生猪，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多所

致。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第三季增加，为 4.7 亿元，主要是

由于公司饲料业务在年末为结账期，年末会收到较多饲料业务的销售回款；此外，

由于 2019 年末国内生猪存栏不足，供不应求，部分地区生猪销售收取了预收款，

因此第四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略高。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由于公司非洲猪瘟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退回养户交纳的保证金较

前三个季度减少。 

综上所述，现金净流量季度波动与营业收入季度波动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问题 3、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70 亿元，同比增长 81.76%；短期

借款余额为 20.46 亿元，同比增长 18.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1.50

亿元，同比增长 102.78%；流动比率为 0.52，同比下降 0.08；速动比率为 0.28，

同比下降 0.09。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资金链紧张、债务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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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如是，请做出充分说明与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1、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短期借款与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20.46 亿元，同比增长 18.13%，主要是因为公

司 2019 年生猪养殖业务仍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猪场建设、生猪存栏等占用资金

较多。而生猪养殖行业具有特殊性，主要通过租赁集体所有土地建设猪舍，没有

土地证，所形成的猪舍等固定资产也没有产权证，因此向银行申请中长期的项目

贷款比较困难。公司主要是通过自有资金和融资租赁方式解决建设所需资金，通

过银行短期借款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1.50 亿元，同比增长 102.78%，主要为

公司融资租赁猪场所产生的长期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部分。2018 年以前，公司

猪场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为加快养殖规模扩张速度。公司自 2018

年开始尝试与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合作，将建成的猪场进行售后租回式融资租赁交

易。2018 年、2019 年，公司融资租赁的猪场分别为 9 个、14 个，长期应付款分

别为 34,030.54 万元、57,238.29 万元，其所对应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

分别为 7,381.19 万元、14,989.92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近一年大

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表 1：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对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长 

短期借款 20.46 17.32 18.17% 

其中：应付利息 0.03 
  

短期借款（本金） 20.44 17.32 18.0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0 0.74 103.08% 

2、公司变现能力较强，获取资金渠道较为通畅，不存在短期偿债压力、资

金链紧张、债务逾期的情形 

表 2：流动资产构成及占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货币资金 8.70 39.63% 4.79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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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应收票据 - - 0.32 1.38% 

应收账款 0.51 2.30% 0.56 2.40% 

应收款项融资 0.14 0.64% - - 

预付款项 0.56 2.56% 0.46 1.96% 

其他应收款 0.66 3.00% 1.61 6.91% 

存货 10.54 48.01% 14.91 63.90% 

其他流动资产 0.85 3.86% 0.69 2.95% 

流动资产合计 21.95 100.00% 23.33 100.00% 

表 3：存货构成及占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消耗性生物资产 7.58 71.97% 12.16 81.58% 

原材料 1.77 16.82% 1.86 12.47% 

在产品 0.03 0.30% 0.02 0.14% 

库存商品 1.15 10.91% 0.87 5.81% 

合计 10.54 100.00% 14.91 100.00% 

表 4：生产性生物资产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生产性生物资产 9.54 5.15 

（1）公司流动资产变现能力较强； 

公司流动资产变现能力较强，2019 年和 2018 年货币资金和存货合计占流动

资产比例分别为 87.64%和 84.41%，其中存货主要由消耗性生物资产（生猪）、

原材料玉米、豆粕等构成。生猪市场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必要时可以很快

变现。而且生猪市场不存在卖不出去的情况，就算在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只

要价格降低就可以很快出售。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是能繁母猪和后备母猪，虽为非流动资产，但市场

需求旺盛，变现能力也较强；必要时均可以作为公司的短期偿付的资金来源； 

（2）公司的生猪销售收款主要是钱货两清的模式，2019 年、2018 年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和 101%，可保证短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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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偿付； 

（3）公司 2020 年 1-6 月销售商品猪 111.97 万头，实现销售收入约 37.87 亿

元，预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4.8 亿元至 15.8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充足，可随时用于偿还负债； 

（4）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统筹做好资金安排，确定向银行融资的金额和

期限，也可以根据情况变化提前还款或者申请融资。截至目前，公司银行短期授

信额度合计为 43 亿元，已使用 31 亿元，尚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 12 亿元。公

司与多家合作银行之间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自成立以来银行借款到期均按

期归还，信誉良好； 

（5）公司于 2020 年 2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9 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6.65亿元，公司将于近期结合市场和自身情况，

择机发行，满足公司资金需求。 

综上，公司不存在短期偿债压力、资金链紧张、债务逾期的情形。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04.71 万元，转回或转销跌价准

备 9,973.67 万元。请结合你公司库存商品的具体类型、性质与特点、市场需求、

可变现净值预计等因素逐项说明各类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报告期内

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金额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各类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 

1、公司报告期末库存商品及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类型、性质与特点、市

场需求：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期末账面

余额 
性质、特点、市场需求等 

库存商品- 

疫苗制品 
665.87 

动物疫苗板块主要生产销售猪疫苗，其中主要产品为利力佳、稳常佳、圆

力佳等。该行业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毛利率及净利率均较高。 

疫苗制品部分对外销售：通过政府招标方式销售至畜牧兽医局、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市场销售至生猪养殖公司或疫苗贸易公司。部分对内销售

至生猪养殖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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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类型 
期末账面

余额 
性质、特点、市场需求等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的稳定，各大养殖公司及公司养殖板块的持续扩张，疫

苗制品的销售在未来也将逐步增加。 

库存商品- 

水产饲料 
3,715.10 

水产饲料均为外销，全熟化和酵香型高端水产饲料的生产工艺和专业技术

行业领先。板块毛利率维持在 20%左右，常年较为稳定。 

公司拥有世界上领先的双（单）螺杆挤压全熟化工艺和酵香型鱼料生产线

20 多条，拥有生物发酵核心专利技术，可以生产富含有益菌、益生元、酶制剂

的水产料专用发酵原料，能根据养殖水产品的营养需求和工艺特点添加到饲料

中，“全熟化、酵香型”饲料品质在行业和养殖户中均有较好口碑。 

公司在水产饲料行业中有二十多年深耕细作的积累，其中特种水产饲料在

市场上处于行业前列，具有竞争优势、有较高的附加值，市场需求较为稳定。 

库存商品- 

畜饲料 
862.42 

畜饲料业务定位优先向内部生猪养殖板块供应，然后根据市场情况存在少

部分外销。 

生产过程中采用菌酶协同、原料发酵预处理技术，提升了低值原料如米糠

粕、棕榈粕的消化率，有效提高了育肥猪采食量、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公司

拥有齐全的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和药残等方面的饲料品质检测设备，可以

从原料源头把控饲料质量。 

公司在自有工厂猪饲料产能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优选 OEM 代工企业来满足

生猪养殖快速发展的饲料需求。在生猪养殖行业持续增产能的背景下，畜饲料

销售以销定产，只备少量库存。 

库存商品- 

食品制品 
4,883.47 

公司食品制品主要为猪肉制品，屠宰的生猪来源于生猪养殖板块，经屠宰

加工后，以片猪肉与精分割产品的形式对外销售。公司的生猪屠宰与加工业务

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偏小，品牌效应较弱，目前以精分割包装产品进入生鲜平

台。 

受非洲猪瘟的持续影响，生猪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2019 年下半年开始生

猪价格持续位于高位，猪肉制品市场需求较好。 

库存商品- 

其他 
1,404.50 

主要包括兽药兽械和设备及备品备件等，主要用于养殖板块生猪的管理、

饲养，少量对外销售，2019 年下半年开始生猪价格维持高位，并且国内生猪养

殖公司持续增加产能。 

消耗性生

物资产 
75,835.97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采用美国的“两点式”生产模式，即分为仔猪生产与

仔猪育肥两阶段。消耗性生物资产包括仔猪、育肥猪，其中仔猪均在公司自有

猪场或者租赁猪场由公司自繁自育；育肥猪均由养户在家庭农场或者租赁育肥

场，将仔猪饲养到育肥出栏阶段。无论是家庭农场还是租赁育肥都实现了“两

点式”生产模式，通过这样两阶段物理隔离，减少猪群循环感染的风险，有效

提升了生物安全。 

报告期内，由于非洲猪瘟疫情造成行业产能降低，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降

低，导致供求关系改变，出现供不应求情况。生猪价格从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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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类型 
期末账面

余额 
性质、特点、市场需求等 

进入上升通道，10 月份达到高点后略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国家高度重视生猪

生产，制定并出台了大量保障生猪生产措施。但生猪养殖需要一定周期，短期

内无法快速恢复产能，2020 年一段时间生猪仍然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合计 87,367.33  

2、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1）消耗性生物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

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消耗性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

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企业首先应当注意消耗性生物资产是否有发生减值

的迹象，如有减值迹象，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 

（2）一般存货 

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规定：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

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1）消耗性生物资产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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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下半年爆发的非洲猪瘟，在 2019年下半年起疫情明显减轻，截止 2019

年底，全国除云南省 1 起疫情尚没有解除封锁，其余 30 个省区市疫情已经全部

解除封锁。猪瘟稳定之后，生猪养殖生产开始恢复，但养殖出栏周期较长，市场

出现供不应求，2019 年下半年猪肉价格持续攀升并在高位运行。同时农村农业

部、各省市为恢复生猪复产、增产，多渠道多政策的改善生猪养殖环境。所以综

合分析判断：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消耗性生物

资产跌价准备。 

（2）一般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19 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大幅度减少，疫苗产品产销量不匹配，部分产品临

近保质期，存在报废毁损情况。对疫苗产品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251.72

万元。 

由于公司食品业务规模较小，渠道还在开拓建设中，2019 年上半年公司部

分水产食品、肉制品及其相关原材料，存在临近保质期或过期、报废的情况。对

全部水产食品、肉制品进行减值测试，其中库存商品计提减值准备 146.51 万元、

原材料计提减值准备 6.48 万元，合计 152.99 万元。 

（二）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金额是合理的。 

1、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转销：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出售时，其成本和对应的跌价准

备也应一并结转至损益。 

公司生猪养殖销售周期（从出生到售出）一般约为 180 天，2018 年期末的

存栏生猪均在 2019 年 1-6 月份出栏销售，年初对应计提的 9,373.74 万元存货跌

价准备随着生猪出栏销售在报告期全部转销。 

2、一般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 

库存商品中已临近保质期的疫苗制品或过期、报废的水产食品、肉制品及其

原材料在期末全部报销，所以做转销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存货跌

价准备的原因及金额是合理的。 

（三）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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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对存货跌价准备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存货生产与仓储的内控流程，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及执行的有效性，并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 

2、获取公司存货明细表，复核加计与总账数、报表数相符。 

3、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分析公司存货的构成、市场需求等情况。 

4、对存货发出实施计价测试。 

5、复核公司存货年末盘点计划，执行存货监盘程序。 

6、评估公司管理层估算的存货至出售状态将要发生成本的合理性，评估测

算存货可收回金额过程的合理性及结果的公允性，比较估算的存货成本与预计可

收回金额；复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7、检查相关存货的销售情况。 

通过上述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各类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金额是合理的。 

问题 5、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余额为 31.35 亿元，同比增长 52.48%，其

中存在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15.76 亿元，占固定资产比例为 50.27%。（1）

请你公司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

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2）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未办妥产

权证书的固定资产的建成时间、投入使用情况、无产权证书对公司的影响，并

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3）请年审会计师

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相关会计处

理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1、请你公司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31.35 亿元，同比增长 52.48%。其中期末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39.05 亿元，同比增长 48.07%；期末累计折旧 7.33 亿元，同

比增长 34.42%；期末减值准备 0.37 亿元，同比增长 3.81%。累计折旧变化主要

为本期计提产生；减值准备变动较小。所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变动主要因为

固定资产原值增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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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固定资原值增减变动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房屋及建筑

物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运输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41,043.93 9,926.63 107,268.20 5,250.56 248.06 263,737.38 

2.本期增加金额 94,219.62 6,470.10 64,382.48 486.80  165,559.01 

（1）购置 8,098.98 3,702.85 9,898.40 359.53  22,059.76 

（2）在建工程转入 53,836.28 2,534.97 39,623.96 86.74  96,081.95 

（3）企业合并增加 1,096.44 111.51 278.04 36.03  1,522.02 

（4）融资租赁租入 27,927.95 119.02 14,570.73 3.17  42,620.86 

（5）投资性房地产

转入 
3,225.99     3,225.99 

（6）外币折算影响 34.00 1.75 11.35 1.33  48.42 

3.本期减少金额 23,481.15 223.56 14,726.31 109.90 248.06 38,788.98 

（1）处置或报废 11.00 66.81 483.75 106.29 248.06 915.92 

（2）出售子公司  12.78 50.50   63.28 

（3）转入投资性房

地产 
1,966.98     1,966.98 

（4）转为在建工程   25.82   25.82 

（5）融资租赁转出 21,503.17 143.97 14,166.24 3.61  35,816.98 

4.期末余额 211,782.40 16,173.17 156,924.37 5,627.46  390,507.41 

（1）固定资产通过购置、在建工程转入方式增加原值 11.81 亿元，其中房

屋及建筑物增加 6.19 亿元、通用设备增加 0.62 亿元、专用设备增加 4.95 亿元，

运输设备增加 0.04 亿元。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通过购置、在建工程转入方式增加的主要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新增方式 原值 用途 存放地点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4,985.75 猪场生产使用 洪河桥一场 

母猪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4,891.61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4,805.30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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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新增方式 原值 用途 存放地点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4,547.25 猪场生产使用 垦利二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4,442.61 猪场生产使用 垦利二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4,357.59 猪场生产使用 洪河桥一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3,894.71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3,762.87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3,714.71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3,200.59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934.91 猪场生产使用 垦利二场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666.54 猪场生产使用 洪河桥一场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498.43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培育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463.26 猪场生产使用 南镇培育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2,282.63 猪场生产使用 南镇培育场 

二期生产车间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232.85 水产饲料生产 青岛七好厂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2,202.18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二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193.66 猪场生产使用 洪河桥一场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2,113.00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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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新增方式 原值 用途 存放地点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1,895.13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二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1,851.86 猪场生产使用 北镇母猪场 

养猪设备（环控系

统、料线系统、水线

等）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1,703.37 猪场生产使用 北镇母猪场 

二期车间饲料加工

机组系统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1,499.57 水产饲料生产 青岛七好厂区 

分娩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1,213.31 猪场生产使用 北镇母猪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1,156.44 猪场生产使用 垦利二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986.52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水泥硬化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979.61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872.56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二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803.86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 

500m3/d废水处理设

备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730.00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716.17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二场 

妊娠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636.62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400m3/d废水处理设

备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630.00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 

新空调净化工程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 583.43  成都天邦厂区 

后备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574.00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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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新增方式 原值 用途 存放地点 

保育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515.49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宿舍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 505.13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母猪场

一场 

其他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

筑物 

在建工程转入及

购置 
13,501.75 

猪场、饲料厂及

其他部门使用 

东营、阜阳、贵

港、衡水、临邑、

宁津等地 

其他固定资产 通用设备 购置 5,789.05 
猪场、饲料厂及

其他部门使用 

盐城、淮安、贵

港、马鞍山等地 

其他固定资产 运输设备 购置 1,924.13 

运输公司、猪场

及其他部门使

用 

马鞍山、贵港等

地 

其他固定资产 专业设备 
在建工程转入及

购置 
14,883.26 

猪场、饲料厂、

疫苗车间及其

他部门 

成都、莱西、贵

港、衡水、宁津、

临邑等地 

合计   118,141.71   

（2）融资租赁导致固定资产发生变动，其中：公司通过一般融资租赁方式

租入江苏立峰牧业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的猪场，用于饲

养培育猪、育肥猪，导致固定资产原值增加 1.19 亿元。 

剩余固定资产附注披露的融资租赁租入增加的固定资产：均为售后租回交易

形成融资租赁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在财务

报表附注固定资产增加、减少项目中分别列示融资租赁租入和转出金额，并不涉

及到实物资产的真实增加，只是报表附注的披露方式的改变。 

（3）其余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的转入、转出；合并增

加；外币折算；出售子公司；处置或报废等，主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

固定资产》等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处理，合计净增加固定资产 1,850.26 万元，金额

占当期增加比重较小。 

2、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通过在建工程转入、购置、融资租入等方式新增，其中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固定资产》（2010）相关内容规定：在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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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应当转入固定资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

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

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公司通过在建工程转入的固定资产，前期建筑工程支出、安装工程支出、待

摊支出等成本支出先经过“在建工程”核算，待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按工程实际成本转入“固定资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

的，先按估计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暂估价

值，但不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固定资产》（2010），如果购入不需安装的固

定资产，购入后即可发挥作用，因此，购入后即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通过购置无需安装的固定资产，直接计入“固定资产”科目。 

（3）根据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公司融资租入固定

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06）中售后租回形成的融资租赁进

行会计处理；根据公司与非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该部分固定

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06）一般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06）第六条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融资

租入固定资产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认定为融资租赁：（1）在租赁期届满

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2）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

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

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3）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

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通常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上

（含 75%）]；（4）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

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90%以上（含 90%）]；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

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90%以上（含 90%）]；

（5）租赁资产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公司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满足第（2）（4）（5）标准，同时根据相关协议，将

售后租回认定为融资租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06）第十一条，在租赁期开始

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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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者作为租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

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建工程转入、购置、融资租赁转入等相关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二）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的建成时间、投入使

用情况、无产权证书对公司的影响，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有关规定。 

1、公司主要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的建成时间、投入使用情况等相关

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存放地点 建成时间 账面价值 资产类别 用途 

公桥一场猪场 2018 年 8,488.57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062.0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垦利二场猪场 2019 年 9,439.4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洪河桥一场猪场 2019 年 9,242.6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二场猪场 2019 年 9,099.10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泰安一场猪场 2017 年 7,734.2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8 年 35.35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88.5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泰安二场猪场 2017 年 7,650.5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79.94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川山猪场 2019 年 7,475.94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德州一场猪场 2019 年 6,557.40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三堡猪场 2017 年 3,234.3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8 年 2,548.6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34.44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贵港核心猪场 2018 年 5,059.6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81.9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扬州一场猪场 2018 年 4,626.2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53.7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北镇猪场 2019 年 4,232.7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扬州二场猪场 2018 年 4,053.64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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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存放地点 建成时间 账面价值 资产类别 用途 

 2019 年 53.7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二场猪场 2019 年 3,981.0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淮安二场猪场 2017 年 3,961.9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新余猪场 2012 年 2,055.2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3 年 193.9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4 年 214.9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5 年 191.8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6 年 206.9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7 年 855.2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8 年 35.40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69.2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淮安一场猪场 2017 年 3,908.9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和县猪场 2014 年 2,703.79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5 年 631.2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6 年 34.1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7 年 155.2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8 年 6.8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52.0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小屯猪场 2017 年 3,442.1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8 年 170.27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46.30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地城一场猪场 2018 年 3,458.47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2.30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古城猪场 2018 年 3,318.2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19.44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南镇猪场 2019 年 3,307.75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繁昌猪场 2018 年 3,217.82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59.8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南坪一场猪场 2017 年 2,732.28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2019 年 287.63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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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存放地点 建成时间 账面价值 资产类别 用途 

陈氏场、池州核心、

德惠、德农、德玉、

观音寺、贵港公猪、

桂宏、湖北阳新、

江西武宁、六也、

那角、平江、魏庄、

浠水、祥美、新余

保育、宣城猪场 

主要建成时间在

2010-2013 年、

2015-2018 年 

21,663.76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其他猪场 2007-2019 年 5,419.81 房屋及建筑物 猪场生产使用 

合计  157,647.19   

 

 

2019 年年末同行业房屋建筑物未办妥产权证书固定资产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天邦股份 正邦科技 温氏股份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313,505.39 989,545.56 2,273,304.19 

未办妥产权证价值 157,647.19 未详细披露 968,180.06 

比例 50.29% —— 42.59%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正邦科技 2019 年年报中仅披露“山东和康

源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江西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

原种猪场有限公司、黑龙江正邦农牧有限公司、加美（北京）育种科技有限公司

等房产因所在土地为租赁的，故无法办理房产权证。”并未详细披露租赁土地建

造的房产具体金额。 

温氏股份 2019 年年报披露：租赁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建设的建筑物无法办

理产权证的房屋及构筑物账面价值 968,180.06 万元。 

公司与温氏股份商品猪养殖主要采用“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的模式，

公司自有猪场一般建设在山区、郊外、农村等偏僻地区，建设房屋建筑物所使用

的土地多为集体土地，无法办理房产权证。 

2、无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公司日常经营涉及租赁的集体土地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日常经营租赁的集体土地均用于生猪养殖等农业用途，属于畜禽饲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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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未改变所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的农用地性质。公司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用于规模

化生猪养殖建设，符合所租赁集体土地的用途。 

（2）公司日常经营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租赁的农村集体土地与相应集体组织或个人签署了土地承包协议或承

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相应的合同主体适格、流转土地事项均已经村民会议或村民

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土地权属清晰，出租方

有权将相应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给公司，土地承包协议或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合法

有效。 

（3）公司日常经营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的租赁期限 

公司租赁农村集体土地，签订用地协议时，一般租赁期限为 20 年，同时约

定用地协议期满，如公司需继续租用该等土地的，在同等条件下，公司享有优先

承租权。 

综上所述，公司承包的集体土地合法、合规，不存在法律障碍。出租方违约

的风险小，公司已制定充分的措施预防出租方违约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所以公司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租赁土地上，按照相关规定建

造房屋建筑，从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用地协议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较高

比例无产权证书房屋建筑物的情况与同行业一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3、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订）第二十条规定：“资产是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的资源。 

前款所指的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包括购买、生产；建造行为或其他交易

或者事项，预期在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不形成资产；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但该资源

能被企业所控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

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 

（2）《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三条：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

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一）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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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使用寿命，是指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计期

间，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 

第四条：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与该固定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3）无产权证的房屋及建筑物主要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建工程

转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其中：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房屋及建筑物的

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对子公司可辨认资产

中的房屋建筑物采用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持续计量；在建工程转入和融资租

赁方式取得房屋及建筑物的成本计量方式，详见本问询函回复“二、问题 5、（一）、

2”中描述。 

公司在集体土地上从事生猪养殖活动，虽然无法办理房产证，但是公司通过

过去的购买、外包建设行为形成猪场的房屋及建筑物；公司控制该房屋及建筑物

的全部使用权，从事生猪养殖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该经营活动未来将给公司带来

经济利益流入。所以该房屋及建筑物符合资产定义。 

该资产以生产商品及经营管理目的而持有，使用寿命在 10-35 年，符合固定

资产的定义。与固定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在公司制定的折旧年限内可以流入企业；

通过不同方式新增的固定资产均可按照相关准则规定计量其成本。所以无产权证

书的房屋及建筑物可以确认为公司的固定资产。 

综上所述，公司存在较高比例无产权证书固定资产的情况与同行业情况一致，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对固定资产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内控流程，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

的合理性及执行的有效性，并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 

2、编制固定资产明细表，复核加计与总账数、报表数核对相符； 

3、对本期增加的固定资产选取样本，实施检查：对于外购的固定资产检查

采购合同、发票等原始凭证；对于自建的固定资产，检查相关的建设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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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竣工决算报告，检查完工转固的相关资料；对于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

检查了相关合同，执行了函证程序；对于通过企业合并增加的固定资产，检查股

权转让协议、评估报告、收购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对投资性房地产转入的固定

资产，检查相关房屋租赁协议等相关资料；对外币折算影响的固定资产，复核公

司外币报表折算的准确性，并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4、抽查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凭证，对其中复杂的会计处理如企业合并、融资

租赁方式新增的会计处理进行复核，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5、检查房屋建筑物及车辆等的相关权属证件原件，对于公司未办妥产权证

书的资产情况进行了统计，并检查公司是否在财务报告中如实披露。 

6、查询同行业定期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并与公司相关财务信息进行对比。 

7、获取公司固定资产卡片，实施固定资产监盘程序，选取样本，检查相关

资产是否存在，及是否存在毁损、报废、闲置等影响资产价值的情况。 

8、获取公司猪场建设相关的项目备案文件、报批文件、环评批复文件等相

关法律规定的需要取得的报批文件。就公司租赁农村土地开展生猪养殖业务，是

否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访谈公司管理层。 

通过上述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固定资产相关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无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确认为公司的固定

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6、报告期内，你公司利息费用为 1.35 亿元，同比增长 98.53%。请结合你

公司有息负债变动及利率情况，量化说明利息费用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回复】 

公司利息支出构成： 

单位：万元 

利息支出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变动 

融资租赁 4,660.46 355.49 4,304.97 

短期借款 8,379.58 6,424.88 1,954.71 

长期借款 59.80 18.21 41.59 

其他 434.20 - 4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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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534.04 6,798.57 6,735.47 

 

公司的利息支出主要来源于短期银行借款、融资租赁和其他类贷款； 

1、售后租回（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利率区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利率区间 变动 

售后租回平均余额 54,325.69 4%-6% 6,543.44 4%-6% 730.23% 

利息支出 4,660.46 
 

355.49 
 

1211.00% 

公司 2019 年度短期借款利息支出 4,660.46 万元，同比增加 1211%，主要由

于公司售后租回平均余额增加了 730.23%，同时公司于 2018 年 9 月份才开始售

后租回业务，2018 年的基数较小，导致融资租赁利息支出变动比例大； 

2、短期借款（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利率区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利率区间 变动 

短期借款平均余额 181,842 4%-5% 137,776 4%-5% 31.98% 

利息支出 8,379.58 
 

6,424.88 
 

30.42% 

公司 2019 年度短期借款利息支出 8,379.58 万元，同比增加 30.42%，主要由

于公司短期借款平均余额增加 31.98% 

3、其他：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与浙商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

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签订应收款链平台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子公司盐城

天邦将合计 1.2 亿元应收账款转让给浙商银行，按照 4.8%的利率收取应收账款保

理利息，保理期限为 1 年，2019 年度根据实际使用天数计算利息支出为 434.20

万元。 

问题 7、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2.04 亿元，

同比增长 48.91%。请说明报告期内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交易情况、计算过

程以及确认依据，以及是否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2.04 亿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处置股权 转让股份 转让价格 转让成本 处置收益 

广东海茂投资有限公司 27.295% 27,295 7,353 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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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微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 540 113 427 

合计 
 

27,835 7,466 20,369 

1、处置持有联营企业广东海茂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19,942 万元。 

2019 年度，公司为集中资源、聚焦主业、增加流动资金，抓住生猪养殖行

业发展机遇，决定转让与公司主业相关性不大的投资。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持有的广东海茂 27.295%股权转让事项。2019 年 9 月公

司与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致约定参考评估报告结果，并充分协商确

定广东海茂股权转让款合计 27,295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收到受

让方超过 50%的股权转让款，且广东海茂已完成章程及工商登记变更，公司无法

再参与广东海茂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判断广东海茂股

权转让时点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7,353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中“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

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相关规定，确认处置联营企业广东海茂投资收

益 19,942 万元。 

2019 年 10 月公司披露独立董事对该转让事宜的明确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的

表决程序合法，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权转让价格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交易。 

截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受让人已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全部股

权款。 

公司对广东海茂的处置具有合理的商业理由，决策程序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将对上市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处置持有子公司紫微健康产生投资收益 427 万元 

2019 年 6 月公司总裁办会议审议通过转让公司持有紫微健康股权事项。 

2019 年 7 月公司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紫微健康 54%股权

作价 540 万转让；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截至 2019 年 7 月 29 日紫微健康已完成公司章程修改和工商变更，公司与紫

微健康就行政、财务等全部资料进行交接，并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公司处置

紫微健康股权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中关于控制权转移五项

条款的判断标准，丧失控制权时点为 201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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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紫薇健康年初至股权处置

日的收入、费用、利润仍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根据第五十条相关规定，合并层

面账务处理：股权转让对价减去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按持股比例持续计算享有

紫微健康净资产的差额，应当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427 万元。 

问题 8、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存在往来款 11.85

亿元，同比增长 169.93%。请你公司逐笔说明上述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发生原因、时点，对方名称以及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定义：

本项目反映企业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等项目外，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如罚款支

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保险费、经营租赁支付的现金等。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如果金额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本项目可以根据有关科目

的记录分析填列。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存在往来款 11.85 亿元，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时点 对方户名 金额 具体内容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备

注 

2019 年全年 生猪养殖合作养户 73,611.00 返还养户的保证金 否 注 1 

2019 年全年 各种商品、服务等供应商 7,375.00 
除已列式的付现期间

费用之外其他费用 
否   

2019 年全年 
生猪养殖板块提供服务、商品的

供应商及日常经营活动的客户 
5,706.00 

单笔发生额小于 50

万的保证金、押金、

租金等相关款项 

否 

注 2 

2019 年 2 月、7

月 
郑海金 974 

保证金、押金、租金 

否 

2019 年 4 月、6

月、9 月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828 否 

2019 年 4 月 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800 否 

2019 年 1 月、3

月、7 月、8 月、

9 月 

东平县财政局 793 否 

2019 年 6 月、8

月、12 月 
江苏圣山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75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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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 对方户名 金额 具体内容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备

注 

2019 年 2 月、3

月、6 月、7 月、

8 月 

临泉县新六农牧有限公司 718 否 

2019 年 5 月、9

月、10 月 
安徽申美畜牧有限公司 588 否 

2019 年 4 月 郑海松 526 否 

2019 年 5 月 临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00 否 

2019 年 3 月 
东平县接山镇清明养猪专业合作

社 
500 否 

2019 年 6 月、7

月、8 月 
阜南县部分乡镇财政所 447 否 

2019 年 9 月、

12 月 
张卫平 370 否 

2019 年全年 濉溪县部分农业合作社 358 否 

2019 年 1 月、2

月、7 月 
覃塘区政府 340 否 

2019 年 6 月 
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财政和农村

经营管理办公室 
294 否 

2019 年 1 月、2

月 
武汉银港畜牧有限公司 216 否 

2019 年 10 月、

12 月 
黄国强 200 否 

2019 年 9 月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保林种养家庭

农场 
200 否 

2019 年 3 月 蔡磊 194 否 

2019 年 8 月 肥城市金海牧业养殖有限公司 192 否 

2019 年 7 月 
东平县旧县乡农村财务委托代理

服务中心 
190 否 

2019 年 8 月 临邑县翟家镇经营管理站 185 否 

2019 年 5 月、6

月 
怀远县财政局 169 否 

2019 年 9 月 
盱眙县黄花塘镇张庵村村民委员

会 
165 否 

2019 年 1 月、7

月 
麻城市汇强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141 否 

2019 年 1 月 江苏华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0 否 

2019 年 10 月 贵港市金银宝养猪专业合作社 139 否 

2019 年 1 月 临沂金牧人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125 否 

2019 年 6 月 平江县安定粤湘种猪养殖场 118 否 

2019 年 9 月 广西善源现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10 否 

2019 年 6 月 宁津县大柳镇人民政府 101 否 

2019 年 2 月、8

月 
利辛县步步盈养殖专业合作社 100 否 

2019 年 10 月 盱眙县黄花塘镇人民政府 100 否 

2019 年 1 月 山东鲁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9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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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 对方户名 金额 具体内容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备

注 

2019 年 8 月 聂涛涛 98 否 

2019 年 4 月、6

月、11 月 
泗县江淮猪业有限责任公司 95 否 

2019 年 1 月 扬州市兴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否 

2019 年 12 月 山东万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否 

2019 年 5 月、

12 月 
濉溪县部分乡镇财政所 78 否 

2019 年 9 月 鄱阳田畈街镇吴家村委会 77 否 

2019 年 1 月 江西增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 否 

2019 年 1 月 柏学蔚 73 否 

2019 年 6 月 禹城市惠源牧业有限公司 70 否 

2019 年 9 月 茌平鑫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68 否 

2019 年 7 月、9

月 
岑溪市三堡镇人民政府 65 否 

2019 年 11 月 盱眙县观音寺镇农村经济服务站 62 否 

2019 年 9 月 聊城市洪涛养殖有限公司 60 否 

2019 年 12 月 梅小兰 52 否 

2019 年 1 月 
故城县宏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50 否 

2019 年 9 月 河北沃茂牧业有限公司 50 否 

2019 年 10 月、

12 月 
鄂美猪种改良有限公司 104 租赁猪场及办公楼 是 注 3 

2019 年全年 水产饲料客户 512 保证金 否 注 4 

2019 年 1 月、3

月、10 月 
江苏大丰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790.00 

租赁鱼塘支付国企的

塘租款 
否   

2019 年 1 月、3

月、5 月、9 月 
交通银行 476 

合作养户保证金 

否 

注 5 

2019 年 4 月、

12 月 
浦发银行 663 否 

2019 年 9 月 齐商银行 100 否 

2019 年 1、4 月 宁波余姚农商银行 760 否 

2019 年 5 月 中国农业银行 75 否 

2019年1-6月、

8-10 月、12 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507 否 

2019 年 12 月 中国农业银行 200 承兑保证金 否   

2019 年 1 月、9

月 
民生银行 480 外币业务保证金 否   

2019 年全年 

饲料产品、疫苗制品、工程环保、

食品加工板块提供服务、商品的

供应商及日常经营活动的客户 

2,350.00 履约保证金 否 

注 6 570 押金 否 

403 租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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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 对方户名 金额 具体内容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备

注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供应公司 2,434.00 
五金、污水处理、试

剂盒等各种物料消耗 
否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供应公司 887 低值易耗品消耗 否   

2019 年全年 生产人员出差地提供服务的公司 211 
生产人员发生的差旅

费用 
否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供应公司 199 劳保用品 否   

2019 年全年 电信运营商 131 
生产人员发生的发生

邮电通讯费用 
否   

2019 年全年 
其他发生提供生产人员交际应

酬、办公的供应商 
714 

生产人员发生的其他

间接费用 
否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电力公司 3,525.00 电费 否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天然气供应

公司 
412 天然气 否   

2019 年全年 
各猪场、车间所在地自来水供应

公司 
236 水费 否   

2019 年全年 
各汽油、柴油、煤、燃料油等当

地供应公司 
291 

汽油、柴油、煤、燃

料油等能源 
否   

合计 
 

118,532.00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往来款 11.85 亿元，同比增长

169.93%，主要是养殖板块返还农户保证金 7.36 亿元，相比上期 2.55 亿元，增长

188.15%，其余往来款变动较小。 

注 1：养殖板块返还农户保证金 

业务模式：“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是行业内较为普遍的养殖经营模式，是

一种行业惯例，有利于社会资源最大化的整合利用。公司向农户提供猪苗等生物

资产及原材料，农户需向公司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家庭农场建造、改造资金

投入较大，部分农户投入资金建设家庭农场后，资金比较短缺。公司鼓励并协助

合作农户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贷款，向公司缴纳猪苗保证金，在农户饲养的生猪

出栏销售或终止合作时，返还原缴纳的保证金。2019 年公司为了更好地防控非

洲猪瘟疫情，对合作的家庭农场也进行了一系列优胜劣汰的调整，淘汰了一批生

物安全条件较差的养户，重点保留和发展生物安全条件较好、愿意做升级改造、

规模较大的养户，因此 2019 年和养户保证金相关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金额较大。 

注 2：均为养殖板块涉及的保证金、押金、租金等 

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主要经营活动为生猪的饲养、管理、销售等经营活动，

公司自有母猪场均在租赁的农村集体或国有土地上建设，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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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等；部分母猪场及育肥场均为租赁，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为管理生猪养殖

板块，在当地租赁房屋及建筑物，用于管理人员使用，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 

注 3：租赁鄂美猪种改良有限公司房屋及建筑物 

鄂美种猪改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美种猪”）于 2019 年 7 月份成为公司

联营企业，公司租赁鄂美种猪的猪场用于饲养种猪，租赁其办公楼用于管理经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鄂美种猪不存在

关联关系。 

注 4：水产饲料板块返还养户保证金 

公司为饲料客户在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用于购买公司的饲料产品，需要饲料

客户通过公司向金融机构缴纳保证金，饲料客户到期归还银行贷款后，交纳的保

证金退回。 

注 5：公司为合作养殖户向第三方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缴纳的保证金 

公司合作养殖户向第三方金融机构贷款缴纳猪苗保证金（详见注 1）或者用

于购买公司饲料产品。公司为部分优质合作养殖户提供担保，并向金融机构缴纳

保证金，帮助合作养殖户获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解决合作养殖户在经营中资金

短缺的问题。 

注 6：指除养殖板块之外其他饲料产品、疫苗制品、工程环保、食品加工板

块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租赁房屋及建筑物缴纳的租金；与供应商、客户之间履

行合同提供担保缴纳的押金和履约保证金；与客户之间根据相关招标文件要求缴

纳的投标保证金等。 

综上所述，公司除与联营企业鄂美种猪在报告期内发生 104.09 万元的租赁

交易现金流外，其余的往来款均为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符合行业惯例的正常现

金流支出，交易对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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