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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1-051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桃李面包”）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

于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工作函》（上

证公函【2021】0305 号），公司对工作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

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年报披露，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长期持续净流

出。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7.94 亿元，同比增加 2.49 亿元，报告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1.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2000 万元。同时，公司自 2020 年初开始，将房屋及

建筑物的折旧年限由 20 年延长至 40 年，将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由 5-10

年延长至 10-15 年。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资产项目余额和折

旧情况，分别说明最近三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对应形成的资产明细及金额；（2）会计估计变更对当

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以及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

计估计对公司利润总额、净资产或总资产的影响；（3）公司延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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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具体依据，说明相关资产与以前年度相比发生

的主要变化；（4）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在建工程情况，进一步说明

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资产项目余额和折旧情况，分别说明最近三年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对应形成的资产明细及

金额 

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7.94 亿元，同比增加 2.49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原值增加 3.73 亿元，报告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1.2 亿元，因

处置或报废减少固定资产金额为 0.04 亿元。 

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主要为当期购置或在建工程转入，现金流体现

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中，最近

三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39,586.09 万元、89,314.66 万元和 89,291.15 万元，支付现金流与所形

成的资产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8 年 

项目 明细 现金流金额 形成资产金额 差额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17,974.20 14,493.19 3,481.00 

机器设备 12,956.77 14,317.61 -1,360.84 

其他固定资产 3,174.99 1,229.72 1,945.27 

无形资产 
土地 4,334.05 4,334.05 0.00 

软件 188.55 149.29 39.26 

长期待摊费用 改造支出 957.54 870.51 87.03 

合计 39,586.09 35,394.38 4,191.71 

2019 年 



  - 3 - 

项目 明细 现金流金额 形成资产金额 差额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36,715.51 17,287.83 19,427.68 

机器设备 41,082.70 22,740.28 18,342.42 

其他固定资产 1,347.47 1,036.84 310.63 

无形资产 
土地 7,473.51 7,473.51 0.00 

软件 224.01 112.19 111.82 

长期待摊费用 改造支出 2,471.45 2,242.42 229.03 

合计 89,314.66 50,893.07 38,421.58 

2020 年 

项目 明细 现金流金额 形成资产金额 差额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48,333.57 14,678.55 33,655.02 

机器设备 35,519.66 21,475.22 14,044.45 

其他固定资产 807.93 1,166.39 -358.45 

无形资产 
土地 643.26 643.26 0.00 

软件 93.60 48.45 45.15 

长期待摊费用 改造支出 3,893.13 3,483.23 409.90 

合计 89,291.15 41,495.09 47,796.06 

2018-2020 年支付现金流与形成资产合计差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明细 现金流金额 形成资产金额 差额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103,023.28 46,459.58 56,563.70 

机器设备 89,559.14 58,533.11 31,026.03 

其他固定资产 5,330.39 3,432.95 1,897.44 

无形资产 
土地 12,450.82 12,450.82 0.00 

软件 506.16 309.93 196.23 

长期待摊费用 改造支出 7,322.12 6,596.16 725.96 

合计 218,191.90 127,782.55 90,409.35 

差额原因如下：（1）现金流金额为含税金额，形成资产金额为

未税金额，税额影响 16,273.22 万元；（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除直接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

期待摊费用外，还有处于在建期间的资产，期末列式于在建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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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现金流与资产入账期间不同会产生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

其他非流动资产和应付账款项目。2017 年末和 2020 年末部分在建工

程、其他非流动资产和应付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房屋及建筑物 15,979.27 房屋及建筑物 56,920.46 

待安装设备 110.48 待安装设备 3,573.45 

装修改造 / 装修改造 651.99 

小计（1） 16,089.75 小计（1） 61,145.90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设备款 5,105.30 设备款 29,287.39 

工程款 1,534.48 工程款 7,197.92 

软件款 / 软件款 92.56 

小计（2） 6,639.78 小计（2） 36,577.87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设备款 596.37 应付设备款 509.75 

应付工程款 1,006.49 应付工程款 1,951.22 

小计（3） 1,602.86 小计（3） 2,460.97 

合计 21,126.67 合计 95,262.80 

注：合计=（1）+（2）-（3）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以及会计估计变

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利润总额、净资产或总资产

的影响 

未来三年，公司在建的生产基地项目将陆续竣工投入使用，我们

根据各新建厂房的投资预算及进口设备的采购计划测算出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三年利润总额和净资产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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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利润总额 净资产 

2020 年 5,496.43  4,152.44  

2021 年 5,607.00  4,235.37  

2022 年 6,968.51  5,256.50  

2023 年 7,975.80  6,011.97  

假设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该会计估计政策，则会计估

计变更对公司前三年利润总额和净资产的影响测算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利润总额 净资产 

2017 年 2,822.67  2,195.30  

2018 年 3,533.89  2,762.11  

2019 年 3,813.55  2,975.03  

三、公司延长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具体依据，说明相关资产

与以前年度相比发生的主要变化 

2020 年以前，公司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使用寿命的会计估

计政策分别为 20 年和 10 年。近年来，随着公司对以往工程项目建设

经验的不断总结和积累、各个生产基地对进口设备投入的不断加大，

公司整体厂房修理修缮、设备维护维修水平均不断提高。 

房屋及建筑物方面，近年来新建厂房陆续投入使用，新建厂房建

设规划设计更加合理、设施更加完善、部门间协调更加高效；同时，

成熟公司例如沈阳桃李、锦州桃李，厂房已使用 20 余年，现仍保持

高效有序的生产状态，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机器设备方面，在短保面包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下，公司近年加

大了对生产设备的投入，引进了德国、日本等新一代先进的面包生产

设备，相比原有设备，进口机器设备的原值更大、生产效率更高、使

用寿命更长，因此将此类进口设备与其他机器设备按同等会计估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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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计算折旧已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公司基于上述原因，为更加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决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由原“20 年”变更为“40 年”，

将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由原“10 年”变更为“10 年至 15 年”。 

2018-2020 年度公司新增重要房屋及建筑物、进口机器设备的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年度 内容 原值金额 备注 

房屋及建

筑物 

2018 年 
天津桃李面包系列生

产基地 
11,678.36  

2018 年 3 月项目竣

工投入使用 

2019 年 
武汉桃李烘焙食品生

产项目 
15,272.52  

2019 年 11 月项目

竣工投入使用 

2020 年 
山东桃李面包有限公

司烘培食品生产项目 
13,895.48  

2020 年 2 月项目竣

工投入使用 

机器设备 

2018 年 进口设备 5,575.94  / 

2019 年 进口设备 12,188.34  / 

2020 年 进口设备 14,122.18  / 

四、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在建工程情况，进一步说明会计估计变

更的合理性 

我们对比了部分同行业公司对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的会计

估计政策和其他相关信息，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类别 
折旧年

限（年） 
固定资产金额 

固定资产占

总资产比例 

本年折旧

金额 

折旧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 

双汇发展 
房屋及建筑物 30 

1,030,381.81 29.69% 88,904.56 1.20% 
机器设备 10-15 

三全食品 房屋及建筑物 45 168,442.10 28.09% 13,882.3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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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类别 
折旧年

限（年） 
固定资产金额 

固定资产占

总资产比例 

本年折旧

金额 

折旧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例 

机器设备 12 

广州酒家 
房屋及建筑物 20-40 

87,913.74 22.91% 6,443.52 1.96% 
机器设备 10 

麦趣尔 
房屋及建筑物 30 

24,771.66 17.44% 2,488.08 2.84% 
机器设备 5-10 

元祖股份 
房屋及建筑物 20-40 

34,065.77  14.86% 1,760.25 2.11% 
机器设备 8-15 

桃李面包 
房屋及建筑物 40 

179,444.52 31.56% 12,032.89 2.02% 
机器设备 10-15 

注：三全食品、双汇发展、广州酒家、麦趣尔、桃李面包数据来源为 2020年年度报告，

元祖股份数据来源为 2020年半年度报告。 

上述列举公司均为食品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与

本公司具有相似性。2020 年末，本公司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31.56%，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02%。由上表可以

看出，本公司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以及对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政策均在行业

合理范围之内。 

近年来，公司加大投资以打造更加高效的生产环境。目前在计划

中的建设项目有沈阳桃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浙江桃李面包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四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烘焙食品生产项

目、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竣工达

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大连桃李厂房二期建设项目、青岛桃李

食品有限公司烘培食品生产项目等。通过对以往工程项目建设经验的

不断总结和积累，公司新建厂房建设规划更加合理、设施更加完善，

新旧厂房修理维护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当前短保面包行业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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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下，公司对以新建项目为主的各个生产基地加大了生产设备

的投入来迎合市场的消费节奏和多样化需求，引进了德国、日本等新

一代先进的面包生产设备以提升生产能力。我们将不断加强公司内部

管理，保持高效有序的生产环境，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未来市场扩

张和销售增长做出有力保障。 

会计师意见： 

1、检查最近三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金额，检查所形成的资产明细，核对形成资产金额与购建

支付的现金的勾稽关系； 

2、年报审计期间通过现场监盘固定资产，核实公司房屋及建筑

物、进口设备的资产状态，判断资产是否良好并可持续使用，对公司

做出的对房屋建筑物、进口机器设备的使用寿命变更进行复核； 

3、检查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三年以及会计估计变更日前

三年的公司利润总额、净资产的影响数是否正确； 

4、检查公司延长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具体依据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检查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与以前年度相比发生变

化的原因是否合理，会计估计变更是否经过董事会的审批； 

5、经与同行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会计估计政策对比，判断公

司会计估计变更是否具有合理性。 

经监盘，会计师认为公司房屋及建筑物、进口设备资产状态良好，

可持续使用，与公司账面原折旧年限相比，未来会存在相关资产使用

年限到期后持续使用情况，故公司为更加公允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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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根据资产的实际使用寿命情况，对房屋建筑物和进口机器设备的

使用寿命进行重新的复核，修改了折旧的年限具有合理性。公司与同

行业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会计估计政策对比，公司与同行业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趋同，会计估计变更具有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4 号——固定资产》相关规定。 

问题 2、年报披露，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将产品配送服务费调至营

业成本，公司 2020 年度销售费用 5.24 亿元，同比减少 57.31%；营

业成本同比增加 22.44%，毛利率 29.97%，比上年减少 9.6 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经营模式，说明产品配送服务是否

构成单项履约义务、配送服务费的摊销方法，以及相关调整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前期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等相关项

目的会计处理和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依据；（3）

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是否发生显著

变化。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公司经营模式，说明产品配送服务是否构成单项履约义

务、配送服务费的摊销方法，以及相关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公司需将货物送达客户指定的

仓库或门店，实际收货数量以客户实际验收数量为准。此时，“配送

服务”与合同中承诺的“销售商品”当做一个组合的产出，具有高度

关联性。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则规定，



  - 10 - 

本公司的产品配送服务费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而是同正常销售

商品合并构成一项“单项履约义务”，在日常发生时将产品配送服务

费计入“合同履约成本”，最终在销售实现时结转至营业成本。 

二、前期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等相关项目的会计处理和列报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依据 

公司在 2020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报告中对营业成本、销

售费用的会计处理和列报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未按新收

入准则要求将“产品配送服务费”作为“合同履约成本”列示在“营

业成本”中。由于此次调整仅为营业总成本内部项目（营业成本和销

售费用）间的调整，并未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

公司不再对前期报告进行调整。 

公司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于

“产品配送服务费”是否应当属于“合同履约成本”尚不明确，因此，

出于避免对新收入准则理解不全面从而导致误报错报的谨慎性考虑，

公司未能及时调整会计处理并在季报、中报中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行列报。公司在接受年度审计的过程中，针对上述问题与会计师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讨论，最终认定本公司销售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产品

配送服务费”属于“合同履约成本”，因此公司在年度报告中统一对

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三、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是否

发生显著变化 

公司历年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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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483,322.76  564,370.98  596,300.42  

营业成本 291,559.52  341,040.53  417,574.30 

毛利率 39.68% 39.57% 29.97% 

同比增加百分点 1.98 -0.11 -9.60 

2020 年度公司毛利率为 29.97%，同比减少 9.60 个百分点。其主

要原因是： 

1、2020 年以前，公司发生的“产品配送服务费”列示在“销售

费用”里，其发生额不影响毛利，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根据准则要求，本公司日常发生的“产品配送服务费”属

于合同履约成本，在最终实现销售时转入主营业务成本，此项政策变

更，影响公司毛利减少 72,825.02 万元； 

2、2020 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开始执行新的政策，此项会计

估计政策的变更影响公司毛利增加 5,496.43 万元； 

3、疫情以来，国家推出社保费用阶段性减免政策，该政策影响

公司毛利增加 5,500.33 万元。 

扣除上述影响因素后，公司毛利率为 40.34%，同比增长 0.77 个

百分点，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会计师意见： 

1、取得销售合同台账，抽取合同样本检查并复核关键合同条款，

结合公司的经营模式判断产品配送服务是否构成单项履约义务，检查

配送服务费的摊销方法是否正确，判断将产品配送服务费调至营业成

本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政策变更是否经过董事会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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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2、检查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报告中是否按新收

入准则要求将“产品配送服务费”作为“合同履约成本”列示在“营

业成本”中核算； 

3、重新计算公司近 3 年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对毛利率进行分析，

判断毛利率水平是否存在异常。 

会计师通过结合公司的经营模式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析，认为公司产品配送服务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在日常发生时将

产品配送服务费计入合同履约成本中核算，最终在销售实现时结转至

营业成本，相关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前期营业成

本、销售费用等相关项目的会计处理和列报未能及时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新规定进行调整，而是在年度报告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新要求统一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整，这项调整对公司当年各期损益没

有影响，只是相关产品配送服务费在损益表内“销售费用”和“营业

成本”间列报问题，不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公司不再对前期报告进行

调整具有合理性。剔除前述因适用新收入准则所作的调整影响后，通

过计算分析公司近几年的毛利率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未发生显著变化。 

问题 3、年报披露，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66%，而

2015 年至 2019 年度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在 16.78%至

28.95%之间，收入增速下降。但 2020 年度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投入

带来的营业收入较以前年度显著增加。其中，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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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比增加 3.2 亿元，营业成本及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0.6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8.1 亿元，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7.2

亿元。但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速放缓的主要

原因；（2）结合生产销售模式和产品成本价格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

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增加带来的收入增加显著高于以前年度的原因

和合理性。 

回复：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2020 年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多数同行及餐饮行业未及时复

工营业，公司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及时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了

“抗疫保供”目的，因此，2020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了快速的营收增

长。但自 2020 年二季度以来公司营业收入增速放缓，其主要原因是： 

1、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各大高校延期开学，学生消费群体减少，

商务外出及旅游出行减少也导致了消费场景的减少； 

2、公司销售占比较高的东北及华北市场，如沈阳、长春、哈尔

滨、石家庄等营业收入合计超过公司整体营业收入 30%以上的区域陆

续出现疫情复发的情况，亦对公司整体营业收入造成了一定影响。 

沈阳桃李、长春桃李、哈尔滨桃李、石家庄桃李 2018-2020 年营

业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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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二、结合生产销售模式和产品成本价格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单

位成本和销售费用增加带来的收入增加显著高于以前年度的原因和

合理性 

最近三年公司不同销售模式的平均销售单价、单位营业成本及毛

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公斤 

销售模式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直营 

平均销售单价 18.04  17.66  16.99  

单位营业成本 10.72  10.55  11.78  

毛利率 40.59% 40.27% 30.70% 

经销 

平均销售单价 17.30  17.11  16.54  

单位营业成本 10.72  10.55  11.78  

毛利率 38.07% 38.36% 28.81% 

合计 

平均销售单价 17.76  17.46  16.82  

单位营业成本 10.72  10.55  11.78  

毛利率 39.68% 39.57% 29.97% 

由上表可知，近年来公司各销售模式的平均销售单价并无明显变

0

2

4

6

8

沈阳桃李 长春桃李 哈尔滨桃李 石家庄桃李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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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20 年度公司单位营业成本相比以前年度增长较大，主要是由

于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产品配送服务费由

销售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所致。 

最近三年公司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增加产生的收入增加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增加额 75,351.77 81,048.22 31,929.44  

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增加额 61,608.58 72,394.54 6,161.08  

单位成本销售费用增加导致收入增长（元） 1.22 1.12 5.18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0 年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增加带来的收入

增加为 5.18 元，远高于历史数据，其主要原因是： 

1、2020 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开始执行新的政策，此项会计

估计政策的变更影响营业成本减少 5,496.43 万元； 

2、疫情以来，国家推出社保费用阶段性减免政策，使得本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合计减少 8,491.47 万元。 

扣除上述影响因素后，公司 2020 年度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所形

成的收入为 1.58 元。调整后的单位成本和销售费用所形成的收入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0.46 元，主要是由于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如

面粉、油脂、鸡蛋等）采购单价较上期均有所下降、单位原材料成本

相对较低所致。 

问题 4、年报披露，公司采用“中央工厂+批发”模式生产和销

售，已在全国 19 个区域建立了生产基地，该模式可降低单位生产成

本和销售费用，主要通过直营和经销两种模式进行销售。但公司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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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披露产能及经销商等信息。同时，公司在建工程

增速较快，2019 年和 2020 年期末余额分别为 2.7 亿元和 6.1 亿元，

较上期期末分别增加 95.50%和 123.25%。其中，沈阳生产基地投入

已达预算的 129.76%，但工程进度仅 65%；江苏一期项目原定计划

2020 年 8 月投产，截至报告期末，其完成进度仅 74.12%，晚于预期。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各生产基地的分布、产能与开工情

况，以及经销商数量和变化等行业经营信息；（2）期末在建工程项

目的开工时间、规划建设周期、目前预计完工时间、进度不达预期（如

有） 的主要原因；（3）对比分析“中央工厂+批发”模式节省的销

售费用和固定资产相关支出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和发展战

略的影响；（4）结合公司营业收入增速下降的情况，说明相关生产

基地项目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  

回复： 

一、报告期内各生产基地的分布、产能与开工情况，以及经销商

数量和变化等行业经营信息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共有 19 个生产基地已投入使用，在建生产

基地项目 7 个。公司已投入使用的生产基地的分布、2020 年度的产

能与开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 

地区 生产基地简称 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开工情况 

华北地区 
内蒙古桃李、石家庄桃

李、北京桃李、天津桃李 
92,951.95  81,960.20  88.17% 正常生产 

东北地区 

沈阳桃李、长春桃李、丹

东桃李、锦州桃李、哈尔

滨桃李、大连桃李 

148,332.00  134,378.52  90.59% 正常生产 

华东地区 上海桃李、青岛桃李、山 66,644.05  58,930.60  88.43% 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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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生产基地简称 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开工情况 

东桃李 

华中地区 武汉桃李 12,000.00  6,380.21  53.17% 

武汉公司由于

疫情影响停工 2

个月 

西南地区 成都桃李、重庆桃李 28,600.00  32,701.95  114.34% 正常生产 

西北地区 西安桃李 19,000.00  17,971.02  94.58% 正常生产 

华南地区 东莞桃李、海南桃李 29,466.25  22,713.65  77.08% 正常生产 

合计 / 396,994.25  355,036.15  89.43% /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在建生产基地设计产能、投资建设等情况

如下表所示： 

在建生产基地项目 设计产能 开工时间 工程进度 项目预计完工时间 

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

投资项目 
2.20 万吨 2018年11月 100.00% 

已于 2021 年 3 月竣

工投入使用 

沈阳桃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

基地 
6.00 万吨 2019 年 5 月 65.00% 2021 年 6 月 

四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烘焙

食品生产项目 
2.50 万吨 2020 年 5 月 33.56% 2021 年 12 月 

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4.28 万吨 2020 年 1 月 24.61% 2021 年 12 月 

青岛桃李食品烘培食品生产

基地项目 
2.96 万吨 2020 年 8 月 19.78% 2022 年 6 月 

泉州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项目 
6.40 万吨 2020 年 8 月 2.06% 2022 年 8 月 

广西桃李面包生产基地项目 3.44 万吨 2020 年 7 月 0.98% 2022 年 7 月 

长春桃李面包有限公司面包

系列烘焙食品生产基地一期

建设项目 

6.09 万吨 未开工 / / 

大连桃李厂房二期建设项目 0.60 万吨 未开工 / / 

公司通过项目建设的实施扩大生产规模，一方面与市场增长的需

求相匹配，保持并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通过扩大生产形成规模效

应，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促进公司的快速发展，进

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2020 年度公司经销商数量及收入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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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家，万元 

区域 
报告期末 

经销商数量 

增加经销商 减少经销商 

数量 营业收入 数量 营业收入 

华北地区 141 28 1,272.08  15 1,269.40  

东北地区 261 19 29,814.02  2 189.38  

华东地区 167 47 4,490.85  21 1,261.19  

西南地区 108 10 277.97  6 417.48  

西北地区 54 24 1,991.69  14 617.25  

华南地区 33 7 1,055.33  0 0.00  

华中地区 16 16 1,744.23  0 0.00  

总计 780 151 40,646.16  58 3,754.70  

注：经销商变更也在经销商数量变化统计范围内。 

二、在建工程项目的开工时间、规划建设周期、目前预计完工时

间、进度不达预期（如有）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0 年末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金来源 承诺投资项目 开工时间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可行性研究报

告预计规划建

设周期（月） 

自有资金、募集

资金 

江苏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一期投资项目 
2018 年 11 月 2021 年 3 月 18 

自有资金、募集

资金 

四川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烘焙食品生产

项目 

2020 年 5 月 2021 年 12 月 20 

自有资金、募集

资金 

青岛桃李食品烘培

食品生产基地项目 
2020 年 8 月 2022 年 6 月 20 

自有资金、募集

资金 

浙江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 18 

自有资金、募集

资金 

沈阳桃李面包系列

产品生产基地 
2019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18 

自有资金 
大连桃李厂房二期

建设项目 
未开工 / / 

自有资金 

长春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面包系列烘焙

食品生产基地一期

建设项目 

未开工 / / 

自有资金 泉州桃李面包有限 2020 年 8 月 2022 年 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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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承诺投资项目 开工时间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可行性研究报

告预计规划建

设周期（月） 

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自有资金 
广西桃李面包生产

基地项目 
2020 年 7 月 2022 年 7 月 24 

目前公司现有在建工程项目中，沈阳桃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目以及浙江桃李面包有

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预计较可研报告建设周期延后。

具体情况如下： 

1、沈阳桃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公告中说明原土地

因高铁规划占用及地上有高压线无法施工，从而导致公司未能按照约

定时间开工建设，根据公司与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协议

书》，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为公司另行选址，购置用途相同的国

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 2019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84）。 

2、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目、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且持续时间较长，厂房的建设进度、

生产设备的采购以及安装调试工作存在一定程度滞后。同时，募投项

目的土建施工单位受复工进度、物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募投项目土

建及辅助设施的施工进度延后，因此项目实际进度比预期进度有所延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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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日期公司已在《桃李面包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具体详情请登陆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三、对比分析“中央工厂+批发”模式节省的销售费用和固定资

产相关支出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面包糕点行业按生产经营模式可分为两类，“连锁店”模式与“中

央工厂+批发”模式。 

“中央工厂+批发”模式：企业在各个城市设立生产加工工厂，

通过流水生产线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进行食品的生产和加工，以工厂

为圆心，通过集中物流配送，将产品批发给本地及周边城区的商场、

超市或经销商再销售给终端消费者。 

“连锁店”模式：企业在城区周边设立工厂，制作成品或半成品，

在市区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和居民区设立各式各样的烘焙连锁店，包括

面包房、西饼屋等。通过专门的物流配送将工厂制作的半成品或成品

运送到市区门店进行现场加工、销售。 

对比“连锁店”模式，“中央工厂+批发”模式具有显著的规模

经济优势，大规模的生产可有效降低公司的单位生产成本，该模式下，

销售费用低于“连锁店”经营模式，但同时厂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

产投入较大，而连锁店模式多为租赁门店，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低。

公司在“中央工厂+批发”模式下的毛利率和销售费用率与“连锁店”

经营模式下的毛利率和销售费用率情况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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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相关公司年度报告。 

公司始终致力于为社会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产品售价比“连锁

店”模式低，因此，毛利率相对较低。而连锁店模式虽然毛利率较高，

但同时销售费用率高。 

 

数据来源：相关公司年度报告。 

在“中央工厂+批发”的模式下公司销售费用率约为 15%-25%，

而“连锁店”模式下的元祖股份销售费用率约为 40%-45%，克莉丝

汀销售费用率约为 50%-60%，对比“连锁店”模式，“中央工厂+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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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模式的销售费用率显著低于“连锁店”模式。 

近年来，公司加快全国化产能的扩张，布局生产基地，扩增产能，

2018 年-2020 年公司固定资产相关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586.09 89,314.66 89,291.15 218,191.90 

折旧及摊销费用小计 14,725.66 16,306.71 14,580.55 45,612.92 

其中：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11,983.74 13,928.18 12,032.89 37,944.81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626.31 792.04 881.76 2,300.11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费用 2,115.61 1,586.49 1,665.90 5,368.00 

公司近年来全国化布局加快，固定资产相关支出也随之增加，折

旧费用相应增加，短期影响公司的盈利释放，但随着未来公司全国化

布局逐渐完善，固定资产等相关支出也将随之降低。由问题 1、（4）

回复可知，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31.56%，

资产结构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不会影响资金的流动性。 

公司后续会继续坚持“中央工厂+批发”的模式，发挥相关优势，

继续做大做强，以“让更多人爱上面包”为使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充分抓住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消费升级的良好机遇，逐步建立并完善

布局合理、高效运营的生产基地，不断扩大销售渠道覆盖的广度与深

度，满足国内重点市场的消费需求，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奠定公司

在中国面包行业的龙头地位，推动面包行业有序竞争并带动其良性发

展。 

四、结合公司营业收入增速下降的情况，说明相关生产基地项目

是否存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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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受新冠

疫情影响，学生及商旅消费群体减少所致。由问题 4、（1）回复可

知，2020 年度公司已投入使用的生产基地整体产能利用率为 89.43%。

其中，华中地区 2020 年度产能利用率为 53.17%，主要是由于武汉桃

李由于疫情影响停工 2 个月所致；华南地区 2020 年度产能利用率为

77.08%，主要是由于海南桃李厂房改造工程于 2020 年 10 月竣工投入

使用，过渡期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所致。除华中、华南地区外，其他

地区生产基地的产能利用率均在 85%以上。近年来公司主要产品面包

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 

年度 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 销量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2018 年 280,234.42 268,819.31 268,801.94 95.93% 99.99% 

2019 年 347,885.68 319,590.53 319,425.17 91.87% 99.95% 

2020 年 392,244.37 350,785.36 350,304.22 89.43% 99.86% 

由上表可知，近年来公司主要产品面包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均

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较低。 

问题 5、年报披露，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7.15 亿元，同比减少

33.68%，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9.72 亿元，同比增加 250.64%，

主要因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2.05 亿元，

均为本年新增。请公司结合日常资金使用计划、借款及理财利率等情

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增加理财购买金额、新增借款的原因。 

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日常资金使用计划、借款及理财利率等情况，补

充披露报告期增加理财购买金额、新增借款的原因 



  - 24 - 

公司 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01 亿元，同比

增长 24.05%，公司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20 年使用闲置资金共

购买理财 44.7 亿元，2020 年赎回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在 1.5%至 3.90%

之间，委托期限及循环投资金额均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权

限，理财产品详情请查阅公司发布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截至 2020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2.05亿元，综合成本在 2.6%

至 3.7%之间，借款主要用于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公司通过短期

借款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公司经营

及抗风险能力。公司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且不需

要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

稳步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采购原材料的支出也不断增加，最近三

年，公司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248,662.00 万元、

292,258.34 万元、379,240.40 万元。此外，为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快产

能扩张，公司投资建设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目、沈阳桃

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四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烘焙食品生产项目、青岛桃李食品烘培

食品生产基地项目、大连桃李厂房二期建设项目、长春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面包系列烘焙食品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泉州桃李面包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项目、广西桃李面包生产基地项目等，报告期内资本性支

出较高。最近三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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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分别为 39,586.09 万、89,314.66 万元、89,291.15 万元。因此，

公司通过授信方式向银行借入短期借款以缓解临时性资金周转压力。 

为合理有效地筹措、分配和使用资金，公司财务部会定期审查未

来的资金支出计划，在不影响日常资金周转的情况下，从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和综合收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购买或申赎较为灵活且期限

较短的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因此，公司同时存在借款和购买

理财具有合理性。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