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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
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牧原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1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军

曹芳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电话

0377-65239559

0377-65239559

电子信箱

myzqb@muyuanfoods.com

myzqb@muyuanfood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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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21,032,854,624.91

7,159,864,726.96

19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784,032,839.10

-155,701,871.63

7,0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10,787,377.73

-202,095,040.26

5,44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140,610,724.95

1,411,089,485.19

68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93

-0.04

7,4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92

-0.04

7,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4%

-1.28%

增长 39.1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957,608,031.50

52,886,586,120.19

6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321,506,796.33

23,107,735,222.70

44.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2,6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英林

境内自然人

39.76%

1,490,205,647

1,126,027,107 质押

177,561,260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4%

571,196,022

质押

247,428,676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3.31%

124,037,2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5%

103,074,327

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1.40%

52,623,789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49,627,735

13,032,812

钱瑛

境内自然人

1.23%

46,032,314

34,524,236

钱运鹏

境内自然人

1.03%

38,703,198

兰考县鸿宝投资管理有 境内非国有法
限公司
人

0.90%

33,592,000

李燕燕

0.64%

24,156,008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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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
合计持有牧原集团 100%股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56.23%的股
权；钱运鹏为钱瑛之兄。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持
有兰考县鸿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共持有牧原股份 3.62%的
股权。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河南鸿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0,000 股股份，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9,623,789 股股份，合计持有 52,623,789 股
股份。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8,390,302 股股份，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1,237,433 股股份，合计持有 49,627,735 股股
份。
李燕燕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50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155,158 股股份，合计持有 24,156,008 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5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优先股比
持优先股数量
例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银行鼎盛财富
其他
稳健系列

40.39%

10,00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其他

28.07%

6,95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投资
【39】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9.22%

4,759,3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
其他
安投资 100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2.12%

3,000,000

0.20%

50,000

严志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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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到期日

利率

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
19 牧原 01
资者公开发行
扶贫专项公司
债券（第一期）

112849

2019 年 01 月 21 日

2022 年 01 月 22 日

80,000

7.00%

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20 牧原 D1
扶贫专项短期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49136

2020 年 06 月 02 日

2021 年 06 月 03 日

60,000

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项目

上年末

45.38%
本报告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40.04%

上年同期
34.96

5.3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26

129.1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宏观经济与行业运行情况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
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初步核算，202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6,053亿元，
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增加值172,759亿元，下降1.9%；第三产业增加值257,802亿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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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6%。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下降10.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8.7个百分点；其中，禽
肉产量增长6.8%，增幅提高5.7个百分点；羊肉、牛肉、猪肉产量分别下降2.5%、3.4%、19.1%，
降幅分别收窄5.2、3.0、10.0个百分点。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二季度末，生猪存栏33,996万头，
比一季度末增长5.8%；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3,629万头，同比增长5.4%，比一季度末增长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上半年，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生猪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缺口，
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整体走势呈现为：一季度至四月份高位运行，“五一”之后出现回落，
六月份又出现回升。2020年1-6月全国活猪均价为33.90元/公斤，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36.95%。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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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面对非洲猪瘟、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公司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在春
节后快速复工、复产，为稳产保供做贡献。公司于2020年1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捐赠1亿元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议案》，上半年公司
用于新冠疫情的专项捐赠累计1亿元，用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高猪价带来了高红利，公司的利润、现金流显著改善。公司科学筹划、稳步实施，
在统筹资金、物资建材、人力资源等的基础上，加大建设力度，尤其是二季度建设速度相比
一季度明显加快。公司上半年累计资本开支179.89亿元，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
2020年上半年，公司销售生猪678.1万头，比上年同期增长16.61%，其中商品猪396.7万头，
仔猪273.1万头，种猪8.3万头。由于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水平同比大幅上升，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0.33亿元，同比增长
193.7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7.84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围绕提升场区生物安全防控、扩大生猪养殖产能以及屠宰场建设等
工作进行，截止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余额为429.27亿元，比年初增加154.64亿
元。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在南方区域的发展布局，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
海南等省份设立子公司，增加生猪出栏量，保证猪肉供应。同时，公司在内乡开始尝试楼房
养猪，并在生产管理、饲料供应、粪污处理等方面使用大量新技术、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和健康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下游屠宰环节的布局，在河南、山东、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江等公司生猪产能较为集中的地区成立10个屠宰子公司。同时，公司做好市场调研，组建管
理、销售团队，做好人才储备，为公司屠宰业务的开展做好充足准备。下半年，预计牧原肉
食和正阳肉食将会进入试运行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智能化、信息化、疾病研究、猪舍设计等研发项目的投入。
公司将新的技术应用到养猪中，加大对优秀技术成果及生产成绩的奖励力度，推动公司养殖
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支撑公司快速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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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 2020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自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第二十四次会议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编制2020
[2017]22 号）
年1月1日以后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共 203 家，2020 年新增 65 家子/孙公司，全部为
新设立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
明。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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