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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9         证券简称：金龙鱼             编号：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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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家机构，详见附件清单 

时间 
2020 年 12 月 15 日、2020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月 24日 

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379号金龙鱼大厦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路 118号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郭孔丰先生（部分场次）； 

董事潘锡源先生（部分场次）； 

董事、总裁穆彦魁先生（部分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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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消费品渠道事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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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敬东先生（部分场次）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董事长、总裁及董秘介绍公司情况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之一，主营厨房食品、饲料原料及

油脂科技产品。2020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0亿元，归母

净利润为 51亿元，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公司刚起步时，在沿海建立工厂，加工进口的原料为主，后来逐

步往内地发展，开展小麦、大米等业务。截止 2019 年底，公司在全国

拥有 65个已投产的生产基地，生产基地多临近原材料产地、港口、铁

路或终端市场，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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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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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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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食品安全是食品行业的重中之重，同时，国家对环保以及

安全生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更要求企业具备有严格的生产和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这也是公司采用自建工厂重资产模式的原因之一。 

公司刚进入油籽压榨和包装油业务时，毛利率比现在高，随着市

场竞争加剧，行业毛利率逐步下降。由于公司产品优质，销量不断增

加，在成本方面持续降本增效，所以即使毛利率低，整体利润也会令

人满意的。未来公司业务运作进一步扩张,公司的吨均生产、储运及营

销费用都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利润仍然可以增加。除此之外，公司

现有的米面油平台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推广更高端的优质新产品，

这些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整体经营情况仍

比较乐观。对公司而言，量大利薄的生意会是一个较高的竞争壁垒，

可以减少其他潜在竞争者进入行业。 

基于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未来公司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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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对于油籽压榨和食用油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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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水稻和小麦加工业务。公

司在米、面领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目前米、面行业较为分散，从行

业发展历史来看，米、面行业未来也会逐步向若干头部企业集中，公

司正在持续投资米、面产能，预计未来几年米、面业务增长会比较快。 

公司开展新业务的策略是围绕现有业务上下游有互补性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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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餐饮

市场标准化的需求，预计未来中央厨房行业的市场规模也将持续增长。

从长期看，中央厨房项目是往下游产业链延伸的良好平台，公司生产

基地遍布全国很多地方，为中央厨房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优势。 

中央厨房的基本模式是，公司计划依托现有生产基地，建立综合

性的食品安全生产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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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厨房产品将涵盖营

养餐、便当、餐饮等餐食类产品。 

公司非常重视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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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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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乡小榨菜籽油等更健康、

更具独特风味的优质产品。同时，公司模拟终端客户的消费场景，提

供“优质产品+增值服务”的一揽子粮油产品解决方案，通过公司建立

的烘焙中心，烹饪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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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客户销售产

品的同时为客户提供产品使用方法的服务，增加客户的粘性。 

公司相信未来中国的食品市场潜力巨大，中国粮油产品整体市场

规模将持续保持稳步增长。基于自身发展规划，公司将持续专注于食

品及农产品相关的业务。同时，粮油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公司认为业

务要取得成功，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利国利民，必须坚持以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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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美味的优质产品为己任。 

 

二、Q&A 

1. 公司想成为什么样的企业？ 

答：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及食品公司之一，将不

断拓展产业布局的深度和广度，以更有竞争力的成本和先进的研发技

术，通过完善的营销网络，打造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元化、更安全、营养、健康、美味的优质产品。 

 

2. 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是成本竞争还是差异化竞争？ 

答：公司产品矩阵涵盖了高端、中端、大众的产品。我们的高端产品

具有差异化属性，以食用油为例，1:1:1 黄金比例调和油、胡姬花古

法小榨花生油、外婆乡菜籽油、稻米油，再到最近推出的零反式脂肪

酸系列油，相对市面上其他产品来说更具特色；对于大众产品，公司

是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生产优质产品。 

 

3. 从尼尔森对全国小包装食用油现代渠道市场的零售研究数据，公司

2019 年份额下滑原因？ 

答：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消费者对安全、健康、美味产品的追求提高，

公司也积极拥抱消费升级的行业发展趋势，主动调整产品结构，适当

放弃了部分贸易型产品的份额，在策略上向中高端产品倾斜。从公司

近几年的盈利情况可以看出公司的策略是成功有效的。 

 

4. 公司发展大米、面粉业务的优势？ 

答：公司发展大米、面粉业务的优势贯穿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

营销渠道、品牌价值的整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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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产方面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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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也比较难以被复制。 

从销售方面来看，购买食用油的消费者通常也会购买面粉和大

米，这使我们能够通过共用品牌和现有经销商网络来节省市场营销成

本。小麦和大米加工的副产品，麸皮和米糠粕，也丰富了公司现有饲

料原料如豆粕，棕榈仁粕等的产品结构。 

从研发能力来看，公司通过研究产品，开发了各种多用途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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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饺子专用粉，糕点用小麦粉，也开发了各种健康挂面产品，比如

含 51%荞麦含量的荞麦挂面、活性发酵空心挂面等，这都是基于公司

研发优势，并通过烘焙学院烹饪学院的研发创新，引领先进消费理念,

支持更健康的生活，提供产品转型升级的解决方案。 

 

5. 公司开展调味品业务的优势？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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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性价比，他们既是我们粮油产品的重要客户，也会成为公

司调味品产品的重要客户，在现有餐饮渠道，我们相信通过产品多样

性、一站式配送、研发等方面带来质量、成本及服务优势将会帮助公

司很好地发展调味品业务。 

关于酱油，公司与中国台湾知名品牌丸庄公司合作，他们生产高

品质黑豆酱油已有百年历史，通过与公司研发中心的合作，我们推出

了更符合国人消费习惯的产品。另外，公司的酱油工厂建立在综合企

业群内，有助于降低制造成本，我们现有的米面油销售平台也有助于

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销售成本推广产品。关于醋，我们推出的“梁汾”

品牌山西陈醋采用独特的固态酿造工艺为业务切入点，公司自主研发

与设计的工业化固态发酵生产线，实现全自动、全封闭生产，有口感

风味稳定，卫生安全，发酵周期短等优势，并且在固态发酵醋中具有

成本优势。 

未来我们将会开发更多新产品，我们相信，利用公司生产、研发、

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我们优质的调味品可以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6. 公司的直销与经销模式？ 

答：关于经销，经销商是公司的成长基础，很多经销商都与我们保持

了长期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粘性。我们对经销商会有若干方面的

考核，比如经营理念、资金实力、物流仓储能力、市场服务能力、团

队管理能力等。同时也向经销商提供培训支持、仓储管理等方面的指

导，实现互惠共赢。我们与经销商是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商业伙伴

关系。 

关于直销，随着现代卖场的发展，在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中，现

代渠道发展非常快，在这些地区主要采取了直销模式。对公司来讲，

可以提高合作双方效率以更好的进行生意配合，达成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 

 

7. 如何看待近期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答：最近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主要农产

品生产国天气较差影响。未来价格是否会持续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南美洲的天气，因为它是大豆、玉米和小麦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通常，公司的产品价格会根据原材料价格波动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如果我们原材料采购的好，我们可以推迟产品的涨价。 

 

8. 公司的新产品是否有新的团队来运营？ 

答：对于公司没有专业经验的新业务，比如酱油，我们会与在生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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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面具有极强技术能力的伙伴合作，并聘请专业人员来推动业务开

展。 

 

9.公司是如何激励员工的？ 

答：公司认为企业能留住员工最主要依靠三点：第一是具有吸引力的

薪资待遇，第二是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第三是和谐的工作氛

围。 

我们相信我们给员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并且公司业务的不断扩

张也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了很多成长机会。我们也相信公司的氛围较为

融洽。到目前为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较稳定，高级管理人员流动很

少。 

附件清单（如有） 

请见附件 1《2020 年 12月 15 日、2020年 12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18日、2020年 12月 24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清单》 

请见附件 2《2020 年 12月 15 日、2020年 12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18日、2020年 12月 24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 

日期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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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 12 月 15 日、2020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 月

24日调研活动附件之与会清单 

安信证券 光大证券 华西证券 泰旸资产 

博道基金 广发证券 汇添富基金 天风证券 

博颐资产 广发基金 交银施罗德 天治基金 

财通基金 国海证券 开源证券 西部证券 

潮望投资 国海资管 蓝墨投资 鑫元基金 

淳厚基金 国华人寿 明达资产  兴业基金 

大成基金 国金证券 农银汇理基金 兴业证券 

德邦证券 国联安基金 诺德基金 兴银基金 

东北证券 国盛证券 鹏扬基金 永赢基金 

东方证券自营 国寿安保 钦沐资产 友邦保险资产 

东吴基金 国泰基金   睿亿投资 煜德投资 

东亚前海 国泰君安证券 睿远基金 圆信永丰基金 

东证资管 国投瑞银基金 上海顶天投资 长安基金 

敦和资管 国信证券 上海元泓 长江养老 

枫池资产 海通证券 上投摩根基金 长江证券 

复霈投资 华宝基金 申万宏源证券 长江证券资管 

复胜资产 华富基金 申万菱信基金 招商基金 

富国基金 华泰柏瑞 太平资产 中海基金 

富荣基金 华泰保险资管 泰康资产 中信保诚基金 

富实资产 华泰保兴基金 泰信基金 中信建投证券 

   中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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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0 年 12 月 15 日、2020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月 24日调研活动附件之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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