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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鱼”或“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益海

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180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高度重视来函事项，现就《关注函》所涉问

题作出回复如下： 

问题 1.《草案》显示，你公司各归属期考核目标分别为公司 2022 年-2023

年两年的合计产品销量不低于 9,020 万吨；2022 年-2024 年三年的合计产品销量

不低于 13,725 万吨；2022 年-2025 年四年的合计产品销量不低于 18,580 万吨。 

（1）请结合你公司业务构成、毛利率变化、未来发展规划等说明以产品

销量吨数作为业绩考核指标是否能够客观、完整反映公司现有及未来新增业务

经营情况。 

回复： 

一、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产品毛利率变化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厨房食品、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近三年公司各项产品的营业收入、销量及毛利率如下表所列： 

单位：人民币亿元、万吨 

产品类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厨房 

食品 

饲料原

料及油

脂科技 

其他 合计 
厨房 

食品 

饲料原

料及油

脂科技 

其他 合计 
厨房 

食品 

饲料原

料及油

脂科技 

其他 合计 

营业收入 1,087.83 609.54 10.06 1,707.43 1,212.02 724.90 12.29 1,949.21 1,419.79 825.15 17.32 2,262.26 

占比 63.71% 35.70% 0.59% 100% 62.18% 37.19% 0.63% 100% 62.76% 36.47% 0.77% 100% 

销量 1,933 2,235 7 4,175 2,001 2,517 8 4,526 2,066 2,284 15 4,365 

占比 46.30% 53.53% 0.17% 100% 44.21% 55.61% 0.18% 100% 47.33% 52.33% 0.34% 100% 

毛利率 12.64% 8.68% 42.58% 11.40% 13.00% 10.66% 44.93% 12.33% 8.30% 7.41% 35.00% 8.18% 



 

根据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营业收入结构情况，厨房食品产品、饲料原料

及油脂科技产品的合计营业收入占公司各年整体营业收入比重均高于 99.00%，

体现了上述两种产品是公司核心产品，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情况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产品销量及毛利率的同比增长情况如下表所

示：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2.20% 14.16% 16.06% 

产品销量同比增长率 2.94% 8.41% -3.56% 

毛利率同比增长率 11.66% 8.16% -33.66% 

注 1：以上“产品销量”为厨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的合计销量。 

注 2：2021 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2 号》，根据该指

引的要求，公司修改了相关运输费用的列报，并追溯调整了 2020 年的比较数据，该变更导致公司 2021 年

和 2020 年的毛利率分别下降 1.1%和 1.3%。 

就公司所处的行业来看，销售额有时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以

2021 年为例，全球疫情反复，同时受极端气候、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原材料

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公司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随之有所上涨，销售额的增长幅度

较大，但受市场竞争加剧，叠加消费疲软的因素影响，公司销量有所下滑。 

同时，外部宏观环境包括原材料价格波动、疫情散点爆发等对于公司利润

的影响仍然很大，疫情对国内尤其是餐饮市场冲击较大，公司厨房食品中毛利

率较低的餐饮渠道产品销量的变化，会影响厨房食品整体产品结构及利润情况；

同时，公司作为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企业，原材料仍占成本较大比重，部分年度

原材料行情变化幅度较大，而基于公司的整体产品及品牌经营策略，在对最终

产品的销售价格进行调整时，会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市场竞争状况、消费者的

接受程度等，在调价幅度与原材料涨价幅度不一致的时候，会给利润带来正向

或负向影响。 

因此，公司的产品销量及增长幅度最能够反映公司的经营效率，无论是公

司现有的产品还是未来会大力推广的产品如央厨产品、调味品等，其销量均以

“吨”进行计量，并于公司年度报告中按照厨房食品产品、饲料原料及油脂科

技产品的分类进行披露。 

为了更加合理、客观地评估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情况，降低原材料价格、

汇率波动等因素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偏移影响，公司决定选用“厨房食



 

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的合计销量”作为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未来将继续聚焦厨房食品和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两大主业，深耕农产

品和食品加工产业链，在公司目前业务的基础上，会延伸至中央厨房和终端食

品，持续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健康、安全、优质的粮油产品和相关的上下游产

品。 

1、 厨房食品 

1）食用油行业 

从需求端来看，食用油行业近年来发展比较稳定，市场空间广阔。作为居

民日常基本的必需消费品，食用油行业仍然存在较大市场机会。随着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健康、安全、高品质的食用油需求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供给端来看，食用油行业竞争较为充分，公司将依托现有产业链上下游，

发挥在成本效率、产品研发、品牌塑造方面的优势，在包装化、品牌化、高端

化方向持续发力。 

2） 大米行业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同时也是大米第一产量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

所属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由于大米加工行业进入门槛较低，我国大米加工的企

业数量众多，但规模化的品牌企业较少，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结构单一，过

度集中于产业链低端。公司将发挥在品牌整合、高端产品打造、副产品利用等

方面的优势，持续提升公司在大米行业的竞争能力。 

3）面粉行业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面食品生产和消费国，面制品是中国家庭必备的主食之

一。随着消费者饮食结构的变化，近年来面粉消费量整体比较平稳，主要的变

化在于结构差异，食品工业粉、专用粉占比将会增加，民用粉中的蒸煮通用类

产品会逐步细化。食品安全及加工现场管理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健康、营养

的面粉制品受到大众欢迎。主食工业化发展很快，未来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营

养的面粉产品、主食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小麦制粉是一个传统产业，随着消费需求和产品结构的变化，面粉行业近



 

年来不断在向规模化、专业化、集团化发展，行业集中化趋势将愈加明显，对

产品研发能力、产品附加值提取、客户服务能力等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公司专注于厨房食品领域，致力于通过合理布局高标准的综合性生产基地，

持续研发创新，以具有竞争力的生产、销售和物流成本，向客户提供更丰富、

更多元、更优质的产品组合。 

从厨房食品板块来看，公司将充分发挥国产粮食作物的优势在产区和销区

两端发力来增加销量；目前公司在小包装油领域市占率较高，未来将持续推广

现有的高端产品及推出更多优质、健康新产品，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升级。 

公司也将大力发展中央厨房业务，公司已经在米、面、油等领域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生产网络布局、营销体系及良好的品牌认知。这些业务能够促进中央

厨房业务更好地发展。公司规划的中央厨房产品预计会包括营养餐、便当以及

其他特定的成品及半成品餐食类预制产品等，这些产品的销量将以“吨”来计

算，并于公司年度报告中按照厨房食品产品的分类进行披露。同时，通过中央

厨房的规模优势，可以打造中央厨房生态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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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 

1）饲料原料行业 

饲料原料主要包括豆粕、菜粕等蛋白类产品，米糠、麸皮等纤维类产品，

玉米、高粱等能量类产品，作为饲料生产企业的原料进一步加工成为饲料产品，

大部分被用于生猪和家禽的饲养。受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以及下游饲料产品对品

质化、专业化、功能化的全面追求，饲料原料的加工企业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

挑战。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饲料原料供应商之一，产品品类较为丰富，包括豆粕、

饲料级浓缩蛋白、发酵豆粕、膨化大豆、米糠粕、麸皮、菜粕、椰子粕、棕榈

粕、玉米蛋白粉、谷朊粉和饲料油等。公司将发挥在生产端的综合企业群优势

以及原材料采购、供应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预计公司饲料

原料的供应优势有望进一步提升。 

2） 油脂科技行业 

油脂科技行业包含油脂基础化学品、油脂衍生化学品、营养品以及日化用

品等细分行业。21 世纪初以来，油脂科技行业快速发展，国外大型跨国企业纷



 

纷进入国内油脂科技领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同时，国内有

实力的企业也积极新建或扩建产能，企业生产规模与集中度大幅提高。近年来，

油脂科技行业持续推行科技创新，研究开发天然动植物油脂的工业用途，部分

替代传统煤炭、石化来源的化学品，采用可再生资源为原料不断推出功能性的

油脂科技产品，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实现 2030 年碳

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公司将顺应宏观政策

环境、持续挖潜技改，持续推动公司油脂科技业务的拓展。 

三、市场实践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不仅结合公司业务结构及实际

经营情况，同时还参考了 2021 年以来部分上市公司中已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其中，多家上市公司均采用了公司主要产品销量作为业绩考核指标之一，具体

见下表：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草案公告日 业绩考核指标 

1 002567.SZ 唐人神 2022-01-10 饲料外销量绝对值、生猪销售量绝对值 

2 300967.SZ 晓鸣股份 2021-12-08 鸡产品销售量绝对值 

3 002385.SZ 大北农 2021-09-09 外销饲料销量增长率 

4 300498.SZ 温氏股份 2021-04-16 畜禽产品总销售重量增长率 

5 002157.SZ 正邦科技 2021-02-09 生猪销售数量绝对值 

6 000876.SZ 新希望 2021-01-11 饲料外销量增长率、生猪出栏数量增长率 

受原材料价格、行业政策、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上述公司 2021 年的经营

状况存在较大起伏。在全球通胀以及农副食品加工业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上述

公司选取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如生猪销售量、畜禽产品总销售重量、生猪出栏

数量）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其经营状况及所属

行业的发展趋势。 

综上，公司本激励计划以公司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厨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

油脂科技产品的合计销量吨数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符合公司业务结构、

未来发展规划以及所属行业现状，其作为业绩考核指标能够客观、完整反映公

司现有及未来新增业务经营情况。 

 



 

（2）结合历史经营与财务数据、未来发展规划等说明以多年度累计值作为

考核指标的确定依据，论证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说明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本次以多年度累计值作为考核指标的确定依据及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

性、合理性 

（一）公司近三年主要产品销量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主要产品为厨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2018 年至 2021 年

厨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合计销量如下表所列： 

单位：万吨 

销量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18 年-2021 年 

复合增长率 

合计 4,050 4,168 4,518 4,350 2.41% 

根据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条件的设置，2022 年至 2025 年厨房食品与饲料

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合计销量预测值如下表所列： 

单位：万吨 

销量 
2021 年 

（实际） 

2022 年 

（预计） 

2023 年 

（预计） 

2024 年 

（预计） 

2025 年 

（预计） 

2021 年-2025 年 

复合增长率 

合计 4,350 4,450 4,570 4,705 4,855 2.78% 

从行业整体情况以及公司过去几年的业务来看，公司的产品主要以厨房食

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为主，厨房食品的销量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

比较大，导致在某些年度的销量产生波动，但从长期趋势来看，随着中国经济

的持续发展，公司认为厨房食品等消费品的需求量仍将保持增长。此外，由于

上游原材料价格在某些年份的波动幅度较大，在行情上涨幅度太大的情况下，

公司可能会主动减少一些产品的加工量，以 2021 年为例，公司主动减少了大豆

采购及大豆压榨量；而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不大的年份，公司可能会加大一

些产品的加工量，这也会导致公司的产品销量产生阶段性波动。因此，为了使

得公司总体的产品销量在未来保持合理比例的增长趋势，公司决定采用多年度

销量累计数据为考核指标，该指标能有效体现公司总体经营效率。 

从此次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来看，以 2021 年销量为参照，未来四年的年平



 

均销量复合增长率为 2.78%，超过了过去三年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2.41%）。

基于公司目前的销量规模，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销量增长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能够充分反映公司经营能力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

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如果能够实现本次激励考核指标，将对公司未来的

发展奠定很好的发展基础。 

2018 年至 2021 年厨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分板块销量如下表

所列： 

单位：万吨 

销量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18 年-2021 年 

复合增长率 

厨房食品 1,740 1,933 2,001 2,066 5.88% 

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 2,310 2,235 2,517 2,284 -0.38% 

合计 4,050 4,168 4,518 4,350 2.41% 

分板块数据来看： 

厨房食品板块 2018-2021 年销量复合增长率 5.88%，且每年都在保持增长。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消费板块的不景气对于公司的零售渠道业务以及中高

端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20 年的新冠疫情爆发让国际粮食价格呈现不断上

涨的趋势，并使公司餐饮渠道业务处于底部区域，虽然餐饮渠道业务正处于恢

复阶段，但还是会不断地受到新冠疫情局部爆发的影响。目前公司在小包装油

领域市占率较高，未来将持续推广现有的高端产品及推出更多优质、健康新产

品，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在餐饮渠道和食品工业领域，公司的油脂产品的

市占率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公司在米、面产品方面的整体市场占有率比较小，

在米、面领域的增长率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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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板块 2018-2021 年销量复合增长率为-0.38%，由于大

宗商品价格波动大以及养殖业周期性因素原因，会传导到终端需求量的变化，

因此公司用多年度销量累计数据为指标，能有效体现公司总体经营效率。从供

应端来看，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以国内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其中大

豆、棕榈等农产品的价格受到气候、自然灾害、全球供需、政策调控、关税、

国内外市场状况和贸易摩擦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从饲料原料的需求端



 

来看，因养殖业受其生长周期、存栏量、饲料价格、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

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从而导致上游的饲料原料行业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 

综上所述，公司采用多年度销量累计数据作为考核指标，该指标客观公开、

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有效体现公司总体经营成效，降低市场行

情大幅波动对生产经营成果考核的影响，避免因行业周期特性造成利润、收入

大幅度波动而干扰激励效果。 

（二）市场实践情况 

上市公司以多年累计值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在市场实践广泛，

部分相关案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草案公告日 业绩考核 

1 300750.SZ 宁德时代 
2020-10-14 累计营业收入 

2021-10-27 累计营业收入 

2 300919.SZ 中伟股份 2022-03-19 累计营业收入、累计净利润 

3 300477.SZ 合纵科技 2022-03-02 累计营业收入 

4 300428.SZ 立中集团 2022-02-21 累计净利润 

5 300390.SZ 天华超净 2022-02-09 累计营业收入 

6 300782.SZ 卓胜微 2022-01-28 累计营业收入 

7 300358.SZ 楚天科技 2021-12-11 累计净利润、累计营业收入 

8 300967.SZ 晓鸣股份 2021-12-08 鸡产品销售量、累计净利润 

9 002497.SZ 雅化集团 2021-12-29 锂业务累计营业收入 

10 002567.SZ 唐人神 2022-01-10 饲料外销量、累计生猪销售量 

（三）本次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具备科学性及合理性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市场价格的八折，权益兑现周期五年（等待 24 个

月分三年归属），相较于市场普遍实践情况，折价幅度较小，兑现周期较长。基

于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公司设置了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标：公司 2022 年

-2023 年两年的合计产品销量不低于 9,020 万吨、2022 年-2024 年三年的合计产

品销量不低于 13,725 万吨、2022 年-2025 年四年的合计产品销量不低于 18,580

万吨，该业绩考核目标的制定是结合了公司现状、未来战略规划以及行业的发

展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制定，设定的考核目标兼具可实现性及挑战性，能够充分

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聚焦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稳定经营目标的实现。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以多年度累计值作为考核指标，是结合了公司现

状、未来战略规划以及行业的发展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制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具备科学性及合理性，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聚焦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对激励对象具

有一定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二、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绩效考核指标应当包括公司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相关指

标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

提升。上市公司可以公司历史业绩或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指

标对照依据，公司选取的业绩指标可以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分

红等能够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的综合性指标，以及净利润增长率、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能够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指标”。 

公司本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定已经包括了公司业绩指标和个人绩效指标，

相关指标设定参考了公司现状、行业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竞争情况

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设定，指标设定客观公正、清晰透明，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目的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多回报。公司选取的业绩指标为厨

房食品与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的合计销量，该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公司主营

业务的经营情况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 

综上，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问题 2. 请你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说明。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有

如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 合计卖出 

1 陈波 2021 年 11 月 2 日-2021 年 11 月 22 日 9,800 9,800 

2 陈宣妤 2021 年 11 月 25 日 200 0 

经公司核查，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

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

未知悉公司拟实施的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

向其泄露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综上所述，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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