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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⒔8 "5   38 63   31 ll5   21 77

评级观点
丨【|H牧 {∶ 商 (集 lll)总 公刊 (以 卜向称

“
|丨 牧集

叫
”
或

“
公丬勹 卞要从牛动物′

|∶ 物 ll甜丨、}l+丨 、冉

约′
|∶ 产销竹及贸坜服务等业务。评级绌农反映 r公 nl

+ll仃 尢辂的动物健康产业链、
'丨

i物制品行业地位显

杵、叨功il’ 务快速发展、“
华V” 饲刈舳牌知l亿 度宀、

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等优势,凵时出反映 ∫公刊润j分 ′
|i

物 llnn汀场丨0有率 卜降、经什性诤j,L个 流波动佼人牛

小利 川紊.综个分和亍, 公 ll〃÷还付i务 r昀能ヵ彳k.j、 , 本

川!炔 jl到煳不能偿付的风险彳k小 .

倾汁木来 l-2勹 :,公 il经竹规模将继续丿大,

收入水△过 步̄提升.综合来秆,人公对 |丨 丨牧集叫的

评级肢 J’ l为稳定 .

主要优势 /机遇
·公 刂+lll仃 从甫种、养咱、防疫、竹芥到 久疗仪健的

尢恪,lJ物健康产HL链 ,综仑苋争实力很强 ;

·公 刂足丨凵内最大的动物生物制nn个 业,舳种齐个、

技术领先,△要产品巾场 ∫仃率 凵内令∫!先 ;

·公 凵贺功H'务形成 F完整的

"叻
朱逍,收入及利润

快逑坤长 :

·公刊lll rl}凵 内最大的多维饲柙△产木地 ,“ 华 l/Ⅱ

品牌竹:行业内钿亿度很高 ;

·公刊科研体系健令、科技创新能力较刂Ⅱ,为公 i刂 持

续发llr捉供技术支掉。

主要风险/桃战
·,L ll免 疫疫曲市场竞争lJn剧 ,公 l刂 部分疫 |∫i产 品市

场 !i有 率下降,销焦价格波动较大,对公l凵 盔利能

力产△ -定影响 ;

·⒛15年 以来,公刮短期有息偾务快速 :升 ,有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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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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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苘性冲现金流 l⒔
`

2 7" ) 3s o 06

资产负侦率 (%) 46 ⒔7   "3 71   16 90   ‘9 ‘1

债务谈本!r午 (%)  ε阝8阝  !"h '!3→  `219

毛不刂率 (%) 18 77   16 2?   17 65   【9 6〕

总资广报酬彳“V 22| 7 78 马 6弓 7 o6

净资产收益率 ←h) ⒔ $9   【1 13    7 81   L1 19

经苘性净现个流利

唐{坏u研击数 (估 )

!l "7 ll lL: 7 18 () !|;

经营忤净现个流/

总负侦 α)

" |7    9 39   12 76   -0 21

注⒓m6年 3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⒛ 砭 年未和 ⒛竹

年未资产负偾表数据分别采用 20i4年审计报告对

⒛
"年

初和 ⒛iO年未的追溯重述数据爻

评级小组负责人 :碑庆彪

评级 小组成 员 :赵 统

联系电话:010510877m

窖服电话 :"ll⒙ M4O08
传  真:0!0阴 m33阢

Ema丨 丨   : rmiing@dagongcredit com

务 丨l-年内到期的占比较高;

·公 l凵 经芎性净I,L金流波

'不稳定。

大

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主体与

⒛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信用评级报告
大公报 D【⒛14】 058号

中期票椐信用等级:AA+
主体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发债主体 :中国牧工南 (集团)总公司

注册总额 :‘ 亿元

本期发债颔度:6亿元

本期票据期限:3年

偿还方式 :每年付息-次 ,到期-次还本

发行目的:偿还借款、补充营运资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人 氏 卩亿尢)

71 68   68 66   60 20   "8 97

大公l+田对本煳祟拥估用状况rk踪评估并公布估川竿级变化之权利



姆 娈缌 留厦鹘 圜里钾
主体与巾期票掘佶用评级报告

大公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为便于报告使用人正确理解和使用大公因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

”)出

具的本估用评级报街 (以 卜简称
“
本报告

”),兹声”丨如丨下 :

、̄大公及共评级分析师、评市人员△发债主体之闸,除 lAl本 次评级革项构成的委托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影响评级客观、独 讧、公 l丨 :的 大联关系。

∷、大公及评级分析师腋行 r实地调奄和丨诚信义务,有充分llF由 保lr所 出具本报告遵循

F客观、其实、公10的原贝刂。

工、本报告的评级结论足大公依据合理的技术规范和评级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评级意

见未囚发债主体洞|其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当影响 rl发生改变。

四、本报告引川的受评对象资料主要由发债主体捉供,大公对该部分资料的真实性、及

时性和完橙性不作任何明/lN、 暗示的陈述或扭保。

li、 本报告的分析及结论只能用于相关决策参考,不构成任何买入、持有或卖 |丨 |等投资

建议 .

六、本报告估用等级在本报告出具之口至本期栗据到期兑付 H有效,在有效期限内,大

公拥有跟踪评级、变更等级和公告等级变化的权利 .

七、本报告版权属于大公所有,未经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复制、转载、出售和发

布: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且不得歪曲和篡改。



啕蚕⒌厶瓮更匣笄厦聊 里岔囝
主体与叫{期 祟据l.,川 评级报侍

发偾主体

中牧集团前身是 19羽 年 ⒓月咸立的中国牧工商联合总公司,19陇

年 G月 更名为
“
中国牧△商总公司气 I9%年 4月 ,经国家经贸委批准 ,

正式组建为集团公司,更名为屮国牧△商 (集团)总 公司。⒛04午 8

月,根据国务院同有资产监督竹理委Ⅱ会 (以下简称
“

|珂 务院㈤资委
”

)

《关 j1将 !|l国 牧丁商 (架闭)总公司资产划转仃关丨刂题的批攵》(|刊 资

产权 [200凵 %l11)艾件 ,将中牧集 lll划 转给屮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Ⅱ (以 卜简称
“
中农发集团

”),中牧尖lil成为屮农发集Lil的 个资子公

刂,中 农发集团为国务院闰资委吐属个

"L.截
个 2θ 15年 3用 术,公 l刂

股本为 7隅 亿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囤资委 (

公 l刂 ⊥要从事动物
’l物制品、饲料、冉药仕产钳j售及贸易服务等

业务,灶 国内敖大的动物生物制品牛产个业,形咸 r动物保健品、动

物青养宀丨】、农牧吡生产资料、大宗

"l/lN贸

易及专业农场等艾柱产业和l

畜牧服务的完辂产业链,综合实力很强.截至 2θ ⒗年 3用 未,公 l·l拥

有⒛ 个通过 C胛、H弼CP、 ISO认 证的现代化△物制药、化学制药、饲

料及添加丨剂生产本地,动物疫曲产品丨i有个闼⊥分乏 -以 1的 市场份

额,处丨行业领先地位。截至 2θ 15午 3月 末,公 nl拥 有个资子公 ll亻

家,控股了公i刂 5家 ,共中控股子公刊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 |日 (以 卜

简称
“
刂i牧股份

”)于 l⒛9午在上海ll券交功所挂牌 丨:市 ,股票代码

丿06()0195.

发偾估况

本期票据掇况

"l牧

集团己 j=2011年 12月 在银彳刂
l问

市场交易尚协会注册总额为6

亿尢的!|】 期票拥。本期栗据发彳刂
:金

额为 6亿尢人R Tj,发 行期限为 3

年,祟拥丨盯值 】llfl元 。本期栗据采用簿记建档,票珀i利 率招标方式发

彳刂∷ 到期凵按照面值兑付。本期票据采用单利按年汁忠,不计复利 ,

仃午付启、一次,到期 '次还本,垠后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起艾付。

本期票据无担保。

艹集资金用途

本期票据拟募集资金 6亿 尢,其中‘亿尢用于偿还公nl本部银行

借款,2亿元用△补充营运资金。



叫田←奕瓮旯耍男厚翮 慢瓮囝
主体 !j巾 期祟训估用评级报行

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2014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经济坩速有所放缀 :

但主要指标仍在合理区间;短期内,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六 ,长期

来寿仍将在中宙速区间内持续运行

201刂 年,我同实现 +l内 ′
l产总值 636.m3亿

`L,Fnl比
坤κ7li氵

坤速 nl比 冂落 (、 ⒔个向分点.分 产业石,笫  产业∫
|仲 加丨值 称.ll2亿 ,L,

比 1午增长41%;笫  :产 业坤加|亻南271,⒔ 92亿 庀,ll长 7∴%,个 卜|规

模以 :△业坤加丨值按刂比价格汁饰同比j"κ 8"|,坤速 ll比 冂落 丨4

个而分点, △业′
|∶ 产继续 ,~=彳 ∫竹j介胛区问亏第 i产 H'增 加丨值 306、 7∷ 9

亿尢,增 κ 8|"|, i"内 亻:产总值的比!Π 为 18巩,比 卜午提由 | |

个百分点,高 j第 :产 业 56个 I玎 分点,广 H'纬 构虹趋优化.⒛ |5午
-季

|芟 ,我叫实ft叫 内′
|∶ 产总佴 |40,m7亿 尢,弦 刂比价格汁箅,冂

比士
|屮 κ 7o%,!忄 {速 il比 冂落 04个 n^分 点,环比 卜降 0∷ 个H分点 ,

季丿芟闰民经济运行总体仍倮持平稳.分产H'行 ,第  产H'坤 加侑

7,7^l〉 亿尢, ll比增κ⒔2%:笫 :产 )!'士忡加值 6()、 292亿尢,坤 κ6亻 %:

第⊥产业增加侑 72.605亿 元,士忄屮κ7tl i|.从产业纬构石,笫⊥产H'比

重a++ 步提l乩 整体来祈,20丨 刂午以来,我囤经济增速仃所口落,lH

主要指标仍杓:个±lF区 问,绌构 ll l推 仍稳步推进,转 刊升级”伐叻认良

好。

从经济岽气度膏,⒉)15年 ⒔月份 |{叫 ll造 业 丨W】 终值为 50!"|,

比 :`j回升 02个百分点,iΠ 凵扩张区问.分个业规模石∷ 人型个业

表现依然稳定,脚 l为 5|阢 ,比 ∴月 |1月 【l个 丙分{l,稳 中有刀,

灶 jl迫 业牛产坤κ的有丿J攴撑 ; |!、 小{叼、H'PM|双 双凵落,持续低

「临
'u点

,r|∶ 产经苻i⊥ lL丨 |。 的困难依然铉大.虽然 PMI小帕口刀,亻←|

涨m。illk j1往 午同期水△,同时加i闸 申指数和新丨||丨 }jⅡ拍数均小lm凵

落,罔 内外市场 |沽求仍拉偏弱,制造业存在 定 卜彳∫压力. |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⒌;⒎|,虽 比 |1丿
j小幅回淋 02个而分

`i,|!近
期走坍

总体稳健,表”j我同 ||∶ 制造业继续保持 }稳增长态势 .

从外部环坶来希,个球经济仍处 刂
:涿

刻的{|△衡训椎期丿总体湍

和笈苏,|t坤 κ动力依然不足, 〕i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和玄观政策分化

明讠,地缘政治等非绎济扰动冈萦增多。其体来桁,美冂经济复苏协

头较 ,NJ强劲,欧丿己区经llf辂体走弱 H lhl临迪缩压力,H本经济受政策

彭响波动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l睥 κ普遍放缓。

钅丨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θ l4午四季度以来,同家加人货币政策

定向训控。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j政策本础上,火
行通过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令率、㈥务院迪过

出台义件扩大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冂等向市场补充流动性,改普社会融

资结构;同时叫务院先后颁布促进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小微企业

发展的优惠政策,不断改善企业经营所面临的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杰 |奕瓮冕匣秀厚翮 慢瓮囝
{∶ 体丨

o"· 朋丿÷槲佶

"j评

级扌k衍

总的来看,我同经济仍处在增速放缓、转型l,t质 的
“
新常态∴ 传

统产业的去库存化、去产能化还需耍 个过程,新生动力的成κ和按

续也需要 个过程,短期内经济 卜行压力仍较大.κ期来看,随着加l

型△业化、城镇化、农 H上现代化和估息化协同推进,宏观政策的调扑

方式的仓j新和完冉,我闲经济仍将在中高速区问内持续运行。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境

我国茁牧业规摸大,动物生物疫苗.吝药及饲料添加剂等服务于

萏牧业的细分产业的市场基础条件较好 ;近年来】国内岔苫产品价枯

总体维持上涨趋势:茁牧业总体发展形势较好

动物△物制″丨、 il药 及饲扪的市炀揣求 上嗖派△ 刂市牧业的发垠 .

我叫畜牧业产值规模较人,近 午来仳t持持纹稳定ll κ,⒉ )丨 0÷ J)1⒔ 午

短介j忄|长 率达到 |O cl"),⒛ |η 午商牧业产估为出,"吕 亿尢,2()11勹∴

1-q川 甫牧业总宀值 |9,srls亿
`:, ll比

j忄屮κ2H|1.从 丨:要 亩丙产″l

产甘来希,实±,Lj'稳涉j|屮 κ,⒉ )lO-⒛ l刂 勹:肉类和|禽 生产4午 砭个j|屮

κ衤分刖为 2⒔刚|和l|17"),⒛ 11年 分刖达到 8,⒎评
`j"1和

|2.H9】

`j吨共 Ⅲ肉类产甘连续 ⒛ 亻r肘世烊第—,禽茧产埴连纹 ⒛ 亻r‖ |||`u笫 ∷

近丿1午 , l∶ 要牲缶 |占 利仃栏、|||栏 数鞋总体也廿 0廾趋势 .

项 目 20H年 2013自F ⒛12年 2011垄F 20I0年
′∶猪存 |′t(乃 火 ) 517,979 5"「l,506 o57、 6?7 s污 |.812 5|;{丿 亏2()

肉猪|丨 ||′|头数 (历 认) 7!,5污 7 (;臼 ,789 (|({亠 170 (;(讠 .68b

人牲苗亻
|∶ 底头数 (” 火 ) 1|-85讠 ||、 |∶}92 ||..丿 (|(i 122{|{)

)1亻 r丿Ⅲc↓ l敬 (丿 j9() ⒓{丿 ,0⒔ 6 2卜 ,5()" 2H.2|讠 6 28.()H8

缶牧业产lt(亿 vL) 28."|;5 27.189 L5.77| !:(〉 ,82ll

|攵+l冰诹.根批{凵 挖|统 丨
"j七

钜刈艹∫屮

从畜衡 0要产I∵【价格来石,近 儿午猪衡肉价格波功较人,"忠体

卜刀,△ 羊内价格稳吵 :刀 ,亩 禽价格的士
|屮 κ,廿动 r柞殖户扩人芥

l,o规枝,从 竹j nl按拉动对疫曲、饲料、兽药广‖牛{宀}求 .

从畜牧业的产
"L扶

lj来石∷ l+l家 丨||刂 l保
l1L食

"丨

安个、环娩安个洞

生态玄个的|擂要,未来右力 j|从建△健仝畜禽标ill化 -丨 :产体系、推进

标lIl化 规秩芥殖、提高行业ll0入 门槛等方l白 i来加快发肢我 l±l现代化畜

牧业,近午来制定 ∫包括重大疫 lR。 弘制免疫政策、增加标准化并殖扶

持政策投入、拓宽南牧H`融资桨道等多项政策拈施来保障我 l+i畜 牧业

的健康持纹发展。

总的来看,我同畜牧业规模很大,近儿午主耍牲畜芥殖数址基本

稳定,主要产品价格整体呈上升态势,动物生物|刂 品、浒药及饲料等

产业其备较好的发展本础 .



大岔国瓦奕倍可估自跽岔司
丨|体 与巾0ll祟 锯估川评级报告

我国茁牧业荞殖密度大】防疫难度大,实施强制免疫能够有效控

制动物疾病传括 ;近年来:强免疫苗定点企业持续坩加:市场竞争加

剧】行业利润空闾受刭压缩

我国畜牧业养殖密度人,疫病感染、病毒变舁的 !刂 能性较大,防
疫难度较南.据测算,我闼饵年动物发病死亡迪成的li[接损火近 100

亿尢,相 氵h「养妯业总产值lv彗 的 60%{亻 j.我叫芥贴业丁处在 个从

彗到颀转换的ll拱 凵妁丨,动物防疫体系浒弱,成为制约我凵祚喃H'发

琏的宀要冈素。

"i对

达利"晴 i,L,我叫对常地功物疫病采取弛l ll免疫拈

施,以 降低大规怏疫 l ll燃发

"能
性.截 0⒉ )15何 i⒔ 月木,我 H纳入强

制免疫的动物疫 l ll仃 宀敛病性禽流感、凵o nl疫 、高致脑性猪溘丨仁ll、

猪{甘H枝 小辰勹冉疫 5种 .

蚀免疫 r"仃 业lll场 规模

"丨

对较小,丿
∴‖铂亻|iL要 ,t通 i⊥政府统

招标采购方式进彳∫, |标 个H'获‘|}!ψ .近午来,丨 ||!部 分j茧 免疫 r∫丨

″〕种定点′
|∶ 广企H'持 纟丿:增加,"t足 H场 |"i求 {未坤珈i供丿丨火衡丿仁H

广宀∫丨凵顷化严市,+敛 巾场尢争
"诳

激烈,部分个H`小怙降低投标价

格以获取 |标亿额,艹致蚀免疫苗价格持续走低,行 H'利 润凵旆摊浒 .

巾杯价格降低,廿致部分企H'产 .i"丨 质难以倮证,lH灶规杖化荞Wi"|

进 步捉川 r对免疫疫曲质坩的要求,未 来
/|iH'妲

lll丨 l,吖刂j∶ 购头 ll场

免疫疫|H,公减少对政 l·r免 赀发放的扌亻{标疫曲的缶求,蚀免疫曲彳∫吡

利涧忄 |口
j丬饪有l刂{巨进 步丿

"|彳

宀.

宀敛病性禽流岱疫

"

|】 牧股份、

`i岛

功邝、人亻杵

农、旆康Hi物 {9家
|j场 |失

"i∫

变
"∷

、 )1|丿勿饣|礻页

"{刈稳定

山攸病

"∶

猪怖 rl,l疫

"|(宀

火l ll、

刂刂j{i氵 l{芟

"丨

)

|!牧 股份、个 jt尖 叫、瑞 浒

△物 、人华农、大呔△物牛

"0家

|人t氵丹丬艾

"'0丿

}亻
}|吡 2|彡,(,氵丨丐

疫

"i△

产个业 !9玄 ,丨 0场 九

争激

'|

||r帝 丬芟丿t|汀

|牧股份、个宁集凵、人炔
′

|∶ 物、 |l农成特、 ∶Wj丨 |联

'丨

:物 、内玄丨∫必威玄泰 7尔

汀场集 i度 丨1、 巾j吻 份额

"对稳定

猪丬rI活 疫

"(衍
脾淋源、细胞源 、

和传代细胞源 )

脾淋源和哟 胞源 ;丨 牧股份、

仑丨集团{⒔ l家 亏传代细胞

源:广 尔永顺

ll。 淋源和唧 胞源

"∶

产 个H'众

肜,竞 争激烈;传代细胞源

处 j· 试推广阶段

仪在新龃 、内藏强制免疫 ,

△产个 il,少

谈料来源:产业亻∷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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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竞争

公司主要从
=生

物制品、饲料、苷药生产销臼及农牧、贸易等业

务,生物制品及贸易足圭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公司收入稳步刂长 :

生物制品业务毛利率水平较茁

公 ill L要从芋-⊥∶物 lll品 、饲料、洱药 -丨 :产销饣i及农牧、贸叻等业

务,牛物 .l品 、贸易业务足公 刂收入汨利润的主嗖来源,⒛⒓、201"

年,贸 易H'务收入丨牛比运午

"丹

,"i物制″】收人放 色利润 |{比 仃所下

降。贸易H'务的快速iv κ, ij动 公 i刂 什业收入稳涉 :升 ,⒛】2`⒛ 14

午缒合坤 κ率达到 |8″⒐),共 !|I贸 易H'务收入午复介增κ率为⒛
"%,

r丨 :物制牡收入苯本稳定,公 丨凵L利润出逐年肿加1.zll1刂 年公 ll"药 H'

务收入及 巳利润 刊比分别增κ !|5⒎ %|和 12H57"),上要灶|川 为公 ll收

购 r⊥什业务为忤药 ll’ 务的!尔胜利△物△租有阝k公 司(以 卜简称
“
胜

利′
|∶ 物

”
)弓孔股权,产销童大帖增加所敛 .

项 目
⒛Ls年 1~3月 ⒛u年 ⒛l3年 ⒛12年

占比 金 颌 亍比 ‘注丬 i比 i比

营业收入 18.82 100.00 ?5.03 100,00 θ5.14 100.00 53.32 100.00

△物 ll品 {; 15 18 3⒔ 1I 85 |5 79 12 07 丨8 53 l1 2| .|)(:}

贸 功
”
‘ 65 20

"8 51
64 66 3θ  7∶讠 60 cl9 2tl 45 hi)

饲刈 133 7 07 6⒙ 2 8 亻2 5 l17 871 5 67 】()6{;

兽药 1 20 6 38 4 66 6 21 2 16 s32 206 ;87

农牧 () "亻 23亻 2 7丨 | ⒔ 6‘

" 6{〕

7 !1 3 6" b 82

其他 o 14 o 74 o tl6 1 28 o 88 | 34 o ?tl ! 48

毛利润 3 53 100.00 12.21 100,00 11 49 100 00 I0 46 100 00

牛物 ll品 202 57 22 6 68 54 72 ? !6 62 28 6 56 62 69

贸 功 o 8丙 2‘ 08 22{讠 】8 25 1 9丨 } 16 7o 】 9tl 1905

饲刈 o 29 8 22 l{|5 !1 07 l !9 !0{;2 lO7 10 24

洱药 o 2tl 8 22 080 6 56 o{;5 {讠  0{|∶ | o 27 2 57

农牧 o 05 I 42 o 72 5 87 o 59 5 11 o30 2 88

其他 o 01 1 1{; 0 13 3 52 0 28 2 16 o 27 2 57

综合毛利率 I8.77 1θ.27 17.θ 5 1θ.θ 3

七物 0jl品 58 55 56 39 59 32 56 θ2

贸易 6 9⒔ 4 59 4 85 6 77

饲料 21 80 21 39 20 θ1 18 90

兽药 24 17 17 18 16 4θ 13 04

农牧 l1 36 26 26 12 67 8 2θ

其他 28 57 44 76 32 27 34 10

数据来源:根锯公ol提供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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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利率来看,公 ll综 合 L利率逐年下降。分具体业务布,生物

制品乇利率水平较高,但有所波动,⒛ 13年⊥要疫曲宀宀种销住价格 ∷

开使得乇利率较 ⒛12年 L升 33θ 个百分点,zlll I年 丨{于禽川疫苜及

禽流感疫苘价桥回落乇利率有所下降: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H
逐年下降。⒛12年开始,农牧板块HH对 外出租HL务逐步转型为自营业

务,随右 rl苻 H'务 的逐步成熟, L利彳i∶ 开较快 .

⒛ |马 年 l+月 氵公 刂竹H'收 人 刊比增加
"马

71|,上 要来rl贸 功

业务攻0刂 料H'务 的坤 κ:L利涧同比士屮|κ 6⒛
");综

合 L利率凵比 卜降

182个 「亍分点, 方{白 i娃 足利涧上要丿t献帝-|∶物制宀宀L利率凵比仃”i

卜降,”  方 ni L利 率水平较低的贸功业务收入 i比进 -步 卜刀所致∷

颀汁未来 l-2勹 i,随 着公 刂在矬顶 H的阝丨|纟丈投产枝贸 l9,H'务 拧纟丿:

发展,公 刊收入规模仂屮过 吵坤加丨,′ |∶ 物|刂 ‖住公 凵H'务 |仍将处

丨‖勿山士也位。

● 生物制品

公司足国内坛大的动物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很强、品种

齐全、技术先进:主要产晶在国内市场居于领先地位 ;⒛12年以来】

动物免疫疫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部分疫苗产品占有率下阵:价
枯波动较大:盈利受到-定形晌

忄+’9J制 甜|足 公司的H'务核心、墩大的利涧来源, L要 }{{|牧股份

经虍.公 l刂 是叫内规枝坩大、

"丨

种鼓个、技术址先,+的动物′
|∶ 物制 |宀

'∶产个H'.截个 2015午 ∷月木,公 刊共拥佝 7个疫 lH△ 产 l。t地 , |5

个经 CMlj认 证的′丨:产 乍问,"朱 Gill】 认
"H牛

产线 .

生产基地 产品种类 单位 年产能 产且

{州△物药 { }|r帝 丿芟、 ′←r宀 | 亿七升 27 2"

丿戊桁卜

'芍

llm| 犭|干 丿{刂 丿j之 宀| 亿 汰份 (讠 () o o

厶南保 疫

`∵

i| ||i丨|丨

i丨
i丬 |∶
∶i:∶ {交 |" 亿七∫| 丨 2 I2

忆元汁i郑 州生物药∫ 禽流感疫山 亿t升 50

{吃 9:"、 |打 ∷丁4∶牛勿

'{j丿

禽丿丨j疫 山 亿羽份 丨(|||O

{吃 9∶氵卩i凵 匕丿(J∶ 牛勿

'芍

丿 禽丿H疫 曲 亿羽价

氵l∶ 两△物药厂 猪占、庙端宠物疫 卣 亿火份 60 17

资料来源:根据公丨刂捉供资川整理

公 nl疫茴制丨牯品种个面,除禽茴、猪茴、牛羊苗⊥大类产舳外 ,

还能够
'|∶

产狂犬疫苗,褒括了家畜、家禽及宠物顶防疫病便川的所有

疫曲,包括了凵家允许
'|∶

产的所有 17θ 多个甜|种 ,达到囤内巾场个覆

溘.公 丨刂足禽流感、冂蹄疫、猪链球菌、猪蓝丨「病等叫家觅大动物疫

病防治瘐曲的定点生产个业。

技术方而,公司拥有细胞怒浮培养、合成肽、新
'{刂

佐剂等多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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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疫苗技术,截至 ⒛】5午 3月 末,公 i刂 获得丫 3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及 2项省级科技进步奖、8项 国家 iTl点 新产品证书、⒛ 项发明专

利,其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实力。

公司疫苗产品分为强免疫苗和常规疫苗两大类,强免疫苗占主导 ,

销售占比约 75%左 右。近几年,公司强免疫茴在国内市场 i|有率持续领

先、市场地位 {分突|||,但 同时由于巾场竞争 丨趋激烈,⒛ 12午 以来

部分疫 +ll产 品 ii有 彳仂”亍卜降 .

产品
2014年 ⒛L3年 ⒛⒓年

市场占有率 行业排名 市场占有率 行业排名 市场占有奉 行业排名

|丨 护帝{芟丬变宀{ 笫 第 ⒔l 笫

猪崎l|疫

"
!7 笫

ˉ 17 笫 笫

犭耆艹茌丿芟宀{ 笫 : l弓 第 : 讳 :

禽流感疫

"
笫

●
∠ 笫

●
‘ 笫 :

赍+l来 源:仪W公 1· l+.△ 供资料辂卿

从′
|∶ 物制品收入绌构来希,公刊 {丨 ii疫疫由和禽流感疫曲在销售

收入 li比较高。从销耻来舌,2012~⒉ )丨 4午 ,禽用疫

"销
娃逐年 丨1

升,畜丿H疫苗略有 卜降,共他疫 |△ 品种销坩均有所波动.从铂售价格

米祈,公刊冂蹄疫曲及畜川疫茴价格逐年
"升

,禽流感疫 HH及菔耳病

疫曲|丨 丨j1市 场竞争激烈价格波动较大。⒛15年 !、 3月 ,公

"禽

‖j疫苗

销甘同比增长 阮 阽%},销 竹金额 lnl比坤κ阢 70%,七要肚 N为 市场斋

求较好,公 刊继续加l人 常规禽用疫苘的'|∶
产及销售 .

木来i艹 能方面,公 刂{州 }j蹄疫疫曲顶 H建成丿仁逋过动态 GhlP验

收,云 rl保 】{|凵 蹄疫怂氵予△产线和|成 祁碲萜 |r活疫苘午问∷0tH完成主

体矬设和设备安装 .

综个来希,公 i凵 在动物′丨i物制品业务方而其有彳艮强的朋秩灰技术

优协、产宀宀品种齐个, L要 i讧 岫巾场 {i有率均居田内令亻i91.H前公刊

不脚i加 大科研投入,廾发南端疫甫宀宀种刂亻i腱利 l·l帘 问,木来随着在建

I火 H矬成投产,产能规桢将进 步̄扩人,公 凵将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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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⒛I5年 1~3月 2014自F 2013士F 2012自F

生物制品一
(禽用疫 I廿 )

销售量 (万羽份) 168,g12 7‘5,742 7θ 7,15θ 7θ4,435

销售收入 (万 元 ) 2,414 8,815 8,834 8,818

均价 (元/万羽份〉
'
寸 118 冖

●

Hi物 |刂 ‖ ∶
(帛 丿j疫

")

销售且 (7j火 份 ) 25, 1{;2 1|| l03.829 |18.8(i}5

销件收入 (`Ι 尢 )

"亠

I66 】(|,8()阿 l"丿 282 |2.5.|)刂

均价 (v1∷ 万头份 ) |,(∶}5? I氵 679 l,37b l,060

{物 lll舳 i

("蹄疫

")

销售艹(`j七 刀) 3|,772 θ9,5ll5 lll,579 !()6氵 250

销传收入 (`∫

`:)
丨亏,7i讠

()
{∶,!, 54,刂 0(9 5().7()|讠

均价 (丿L|丿j屯 丌仁)

",951
5,丨 亻o 4.875

",772

△物制舳VH
(禽流岱疫 山

钅}|亻古j击 (丿 j丿茁F) |讠 5{687 21", l"; lt;1亠 ∷】(){讠 2()(讠 , I()|讠

销传收入 (巧 丿L) ll.29弓 26.9亻 ! 28,337 28,7?5

士匀饣个 (丿 1∷ 丿j丿芒

`|)

!.7b4 l丿 2阝 8 l,562 l亠 ⒔96

Hi物 ll品 ∫i
(临 叮讥方丿交山)

销传廿 (,Ι 七歼) 6.77∶ 讠 19.!5" 2",I26 22,‘ 16

销件收入 (`J丿ω 5.8{|∶ |{; I‘ .72! 15,8‘ o 丨6-2I(|}

均价 (兀∷历七 rl) 8.656 7.686 6,566 7{234

数l+。 来枞:根拂{公 司提供资川帖川|

● 贸易

公司拥有稳定的供应商及窖户群体〕形成了完善的贸易架道 :公
司贸易业务苑围及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成为收入珀长的坛主要来源

贺埸业务足公 i刂 收入 r竹 墩大来源,近丿1年 H'务扭i肢 ll速 ,收 入稳

步 卜刀.公 ll贸 ,/J业 务 l∶ 要

"li}l牧

尖u|贺 功分公 1· l和 l!丨 牧llk份经苻 .

|牧尖团贸易分公刊 丨:哄 从苷疫曲和冉药、种畜和种禽、仁刂柙枝饲料

添加剂、食描、化丁、队疔器械、产宀宀|||凵 符八大板块、|α )钐 个乩种、

IlX)多 种+t格产甜〕的进 |||凵 贸芴,:丨 】牧股份上要从事蛋氨酸、ll,氨 酸、

色粉、屮Ι贞维{素的凵内贸芴.

公 凵其备 :|钐午进 ||{凵 贸功经验,积 岽∫稳定的供应

"枝
客户

群体,肜成 r完告 r灼 贺功架逍,构建符个市场化、闩际化的贸功尚业

棋式.从贸易尸】种来石,'0物制打丨进凵灶公 }凵 贸易板块 r灼 核心业务,

包括家畜、家禽、宠物以及水产动物‖j的疫苗和軎药等,近 丿1年产品

的进凵总额、国内巾场 {圬 有率均店 j|笫 h公司是德罔勃林格、关国

辉lrl、 先灵葆雅、默沙东等多家国际钿l亿 '|i物制品跨国公 刂的!|i冈 区

总经销或独家代理商。饲料与饲料添加剂业务,公司主要经竹何粉、

茧氨酸、赖氨酸和维忄素等饲料添加剂业务,贸 易量较大。化I产品

主耍灶代理韩国 m公 l刂 的皮革整理剂、聚乙烯、聚丙烯等产讪。公司

还从艹种畜禽进出丨l业 务,是国内唯一从芋种畜禽进出丨丨业务的国有

企业,从芙同、加拿大、德因等国家代瑚进冂大童的优良种+、 种羊、

种猪、种马、种兔、家禽、动物胚胎和冻精。公司孚L品 、宠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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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等方而的贸芴
"L务

近儿午也有较大发肢。出丨|业 务方丨

",通过实施卮点产舳出凵战略,发挥公司在动物疫曲、兽丹j化药的优势 ,

目前仁l蹄疫、禽流感、蓝耳病疫苗、黄莓素、A1V等章点产品远销埃及、

越南、蒙占等凵,在全球区域市场形成 r一定的竟争能力。

近午来,公 司通过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服务模式和倚理模i1,贸

功业务快速士氵臼κ.从贸功收入纬构看,公刊⊥耍以△物 |刂 品、仁刂料灰

饲料掭加剂的贺功为上,受斋 j|"内 刈宀端△物 llI∵丨及饣刂料产

"丨

|∴;求

快速士氵屮加,zll|2-⒛ 14午 }物 |刂 ‖、饲H及仁刂H添加利贺功午狂介坤

κ率分刖达到⒉)l忄||和 |扭 ⒔σh,化△产舳贸芴出快速坤 K.2θ 15午 |-
⒔月,公 刂饲利及饲刈 ’

lN加 l剂 吹叻收入

"i凵

比蹭 κ″刂 ll‖|, L要 ,L川 为

公刊加i坤加 r|i米及仔1粉的贸功所致,△物伟刂″丨枝化丁产‖贸埸收入

刊比仃所 卜降 .

项 目 20I5年 1~3月 ⒛⒕年 2013年 2012年

1艹勿{i刂 宀宀 27,()()I l⒔ 7,5()(i !17.27∶ ; 95,!88

饲刈枝饲料添加利 68{()98 !∶}0刂 ,"6! !({9.95(| l⒈∷2()7

化 :产 品 |"91I 74丿 5|8 b|,97{讠 181

⒒
⌒

2|;.652 68,65" 18.092 15,927

合计 122,θ 61 485,139 397,293 294,503

数+l来淅:根拥公l川 提供 i炎 料整I叩

未来公 lll饮 功板块将继续打i肢菊i产 ″丨、加i刂

'绐

,丿 r肢 +l际 业务合

仵,}人 |111叨 功,以畜牧业′
|∶ 广资杓物流贸功枝连钅∫〔经虍为△合 ,

佳j讧 莅‖亻丨个l+l的 、扮 |刂 架逍为丨Π心的产 H'格 局,随着贸功宀1类 的不断

打i竞 攻架逍的进 步̄完冉i公 i刂 贺功业务将继纟丿:快速坤 κ.

● 饲料

公司是国内规摸垠大的多维饲料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南 :“华罗
”

品牌在行业知度宀;公司饲料业务在不利的行业环垸下,通过芷合销

售资源实现销工稳步上升

公 刂饲杓业务的主崾经苛 〕∶体足〕丨I牧股份,产 I钴 ⊥娈包l「l攵 个维

△素动物饲料、饲料添加剂及颀泥料产牡等.公 凵-L产的预v.L料 舳种

约 130个 ,几 乎涵盖各种畜禽、水产、宠物所斋颀泥料产‖丨。截△ 2014

午 3月 木,公 i凵 饲料业务拥有 5个生产本地,共 中北京华罗饲杓添加

剂厂,tH前 同内规模崴人、技术△艺墩先进的多维饲料'|∶
产基地及国

内苜家冉药预泥 lKl’ l产 企业 ,午 产 能达到 8,0llO吨 ,通 过 了

Is0900|∶ ⒛00质量管ll体系、l⒒∝P食品安全竹理体系汨丨兽药 G阳 二

大质量安全管I屮 体系认
"H.“

华罗
”
品牌足我国畜牧饲料行业的匆{轺 品

牌,Fnl时也是屮国饲料丁吡 |丬 大品牌之 ∷ 华罗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在

巾场占有率达到 17%,凵 内第 、

!!



|丬囵⒈奕瓮冕耍萎厦劈胛叹瓮囝
}li· 圬巾期祟锯估川评级报∴

氵∴ 钺午 ll)I1亻
|∶ ″ 丿j木 ,|刂 闸命达咸叨t丬 股份何【k公 叫灶中牧股份的芩股公..l(ll股 比例为 宀

"%)`足
公 刂

臼∫烂隹′
{∶ 索 ||嗖 饣t应 肖 |

谈料来源:根 +l公 丨雌 供i;i料 峥I甲

公 ll饲 H△产的陈ll料⊥要·t赖氨酸、生氨酸、维△未、仔t粉 牛 ,

⒉)12-⒛ |1午 ,丨 :述 l∶ 要妨i材料的采购量均逐午增加1.从采购仓额石 ,

共[丨 】伍粉枝维亻丨i素的采购命额较人 从公 i凵 采购原材料的+均价格来

石,2012亻 ||以来部分炳i材料如维′
|i素 、赖氨酸、生氨酸的采购均价佝

所 卜降,有 利 r公 l凵 降低产甜i成本,捉高柑利水半.此外,公 l川 依扌L

亻|身从芋饣刂料及相关饬l材刈贸芴的优势,对从材料价格||忠 r解较为

充分和l快捷,住原材料采购方帕j共 仃 定̄优势 .

北京华罗饲料添加剂∫ 复合维隹素和兽药预混剂

厦门佥达威集团股份有 u陡公司

灭津华罗饲料厂 (南通、郑州、汪V"分厂)

ljk都华岁亩牧科技有限公 ll 浓缩例料、个价 0刂柙

长泰中牧 文业股份亻∫uk公 凵华岁颀ilt卞丬场

原材料
⒛15年 1~3月 ⒛14年 2θ I3臼F 20I2臼F

采购璧 均价 采购且 均价 采购且 均价 采购工 均价

维△紊 28() 98,369 1,】 06 98,215 | 115 午)8`.)80 l,080 102,687

伍粉 2,26阝 】{;,217 】2,(;f;1 |{礻 ,305 |0,4污 O 12.()50 l().1{讠 7 12.rl()()

l诳酸氢钙 2氵 185 2,28g 9,()|;δ 2,278 8.81ll 2,084 8,7ll● 2,0⒙ 5

赖氨酸 】,7"l !().lO9 6.8‘ 2 |0,O{|}3 ({.()"| 1()氵 礻20 {|||氵 02| 】l,67tl

虫纨酸 791 26.刂 污2 礻,562 2{|∶|,{;ll 讠 |(){; 27.2臼 6 ;,OHo 27,lb9

数据来沏:根 ll公 l刂 提饣t谈 料性理

在饲料市场需求芩缩的环坑 卜,公 刊迪过将饲料业务{人 中牧农

业连锁发胜佝阝k公 i刂 (以 卜简称
“
|牧连锁

”),积极廾发新丿亏刂饲壮产

舳,伎行钐维及预氵!芭料产销量稳步 h升。2()l⒔ 午,受 “
速′

|∶ 鸡
”
、“

廾

妯死猪
”
、“丨⒘V” 等钐|Π 事件的彤响,公 lll钐 维饲料销竹价格 卜降砂刂

u,2oI1午 略有回升,顶泥料销△价格辂体比较+稳 .

饲料板块 丨:,公 l凵 !|∶ 加快生产Fll局 ,2012午 6月 丌 「矬设κ畚巾

华罗预泥料丿已竣丁投产,日 前rI建 的还有武汉预混厂及新乡顶混∫

项日,预计 2θ 15年 卜半午可投产,未来随着上述项目的矬成投产,公

|日 饲料产蚩将进一步增加,饲料收入规模有屮继续扩大。



口&|奕瓮冕耍芽厦羿甩帛慢岔囝
七{本

|jl|Iu+l+据亻言∫H||级 扌陡∵丨

2θI5年 1~3月

销传丰||! (旧 电)

销倍收入 (万元 )

价格 (元 /吨 )

俏竹 |("1)

们f刊攵λ (”
`L)

价格 (尢肿匕)

".{;ll|

21 `78顶混|‖

妆 ll丬弋淅:llkll公 川lL付 t资 }毕丿

`

● 軎药 、农牧及其他

公司通过建立产供销-体化笤理模式扩大善药产品销售:郜分善

药产品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 ;⒛佰 年〕山丹马场开始并入到母公司中

农发集团i公司农牧板块整体实力有削弱

公刊

"药
业务经竹 辶体 i∶ 崾灶 ||牧 实H'股 份仃阝k公 "j所属的 勾玄

|牧′
|∶ 物药H'仃 uk公 H|、 湖北巾牧玄达药业仃阝k公 刊、巾牧股份黄 刈

功物药″丨丿及 |】 牧连锁”i属 的 |丨 i牧 打京功物药业仃限公刊.公 凵先儿l

矬成 j'化 △合成、发酵、巾′|i药萃驭 ⊥个屮
'}'1原

料药△产牡地 ,'|∶ 宀

的产宀丨】t嗖包拈峰乙酊、氟木丿已考、共∵i索和岭烯lql等 氵市j吻 i仃率

处 j1}H丨 丨9·l前 歹刂.

冉药业务足公 凵扪造完椎动物钯康产H'链 的 Π崾环 |!,公 凵⒛ ||

午纽硅 r化 }⒋ H'部 ,忤 介 J'内 邡资源、产描绌构、∴仙 i|式 和什丿u

流杜,建 讧产供钎j 体化的什胛模式.钉 1{丨 i方 l白 |,公 凵迪过加仙l丨打炀

什铂网络矬设、|刂 定人客丿
′l仃销策略、实施 |凵 药推∫力袈r灼 竹销枝式

牛‖施不脚丨扩人仙亻乍.

⒛ 11亻 |公 刂尢丿l刊攵购 r肚利△物 5孔|的 ll k权 枝汪苏 |牧仳庆药业

仃uk公 刂lhl肌股权,ll人 r公 凵ll药 的△产能力枝销售规模氵⒛ 11· |÷

以来收人人幅lL月 .从收人构成石,公 lln个 ∠岵、缸木|吐 考的收入 丨
i

比较庙.π1甘方 n|,2()|2-zll丨 刂年,公 刂砥本丿亡考、n个 乙醇销廿波 ,ll

不大,岭 lFl llll销 廿逐午
"廾

,坩莓素 卜降帕丨芟较 人,⊥ 块足川为黄仃

素产宀宀牛广成本宀,|j槛低廿攸 ll场 竞争加剧利涧佼低,公 】凵减少 r

△产及销住.从价格来石,岭 ∠醅价格逐亻r丨 l升 ,纸本lL考枝共莓素

价格仃所波动,岭烯酮价格下降帕皮较大.⒉ )15亻 rl-3月 ,公 凵峰乙

醇销轱同比增长 V70%,销售命额 ll比增 κ狩O阿 I%,主嗖足㈥为荞珀

业回暖市场襦求J忡 加所致;黄钅素及峰烯帅i销量及销售个额同比有所

下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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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体与中llll柒据佶川评级报∵l

产品
⒛⒗年 1~3月 ⒛⒕年 2013臼日 2012臼F

销售童 销售收入 销售且 销售收入 销售旦 销售收入 销售量 销售收入

喹乙酣 528 l,57{; 1氵 526 4,172 1.520 3,64珏 1,5‘ 9 3,669

氟苯尼考 28 l,065 131 4,507 14tl 4,632 5,005

黄每索 | 2,13{| 1.o25 2{7"5 2`058 {|.8{|||2

峰烯酮 lltl l 2-197 656 2、 199 11i; l-91÷ )

j年 他 |,821 8,578 ;,22" {礻 ⒔,2llh 2.5()! 8. |55 |.216 6. |22

数+lA永泺:根拓公 川提供谈泮|整卿

公 凵拥有衡丿j疫 曲{V丨 究所、猪丿|刂

′
|÷ 物制品亻丿

`究

所、 蹄疫Π「究所

和|冉药{丿}究 0l「 VH个研究所,丿←丨j|余 0l院校细矬研发j+l地 和丨.∷ }研 丿r

发联个体,科 {丿 |实力领尢.

公刊农牧llk块 主耍 ||汁 础巾牧山川吗场总场 (以 卜简称
“
||卅 lj。

场
”

)、 |丨 牧集″牡卅氵丨:亻 吗场 (以 卜简称
“
牡川江咕场

”
)祠丨北京华牧

宋禽仃利"丨
l心构成,上 唼从+仃机农产‖种 ll、 种衡、种畜坫 ff等业

务。⒛ |1年 12月 廾妯,j丨 l农 发集凵lj仃 山卅咕j勿 m HlH女权,公 刂

已不丨叮对j1拥有控制权,公 丨凵农牧板块悭体实丿J仃所肖刂弱.公 }凵 农牧

H'板块能够获行包括 r/L征 个H'所待税和丨专项补贴笮叫家优忠政策的扶

持.为 妲好扣i肢 延伸甫牧产业链,公 刂 :积极住闰 ’Nl外 l∫找{购改个

仵项 H,将产业链拓肢到前端 r昀 现代农牧养岫领域,逐步形成农牧板

块的良好布局,未来发展帘Ⅱj较 人.

⒛ |2-2014午 ,公 丨凵农牧板块收入波动较人,⒛ |∴ 午收人同比士忄n

κ岁
"%,主

崾,L冈 为
′
t候 朱件对作物有利廿致产甘 卜升,丨 丿凵l告炀

收人 nl比增力|070亿 尢,同 时牡丿|江 吗炀
"米

收人也仂车交人l± |芟 |1刀 ;

⒛14午收入司比 卜陴 110弓“),上要灶 卅 l古 场收人 卜降较钐|20丨 5

午 |卜 ∷川,牡卅江吗炀收人 ll比∫忄{κ ″ 叨%,L要灶 川为 κ米及大米

收人ll加丨所致 .

⒛15年 1~3月

I|丿 |i1丿吻

牡 ll氵 :丨 1场

数+l+来源:根掘公刂提供淡料辂TlP

未来公司将加大冉药板块的投入 ,丿肜成原料药和制剂相西d套、治

疗药和药物添加剂相 jl补 ,化学药和 l丨 i冉药齐个的完格产品线。农牧

|山
丹马场收入分 ll块 , 块 r刂 莒收入、 ∶地和企收入氵}|租业务 邡分秕给 r山丹刂场职丁氵!丹马场 ll· 为

“△

lF lT” ,和 |户 (职 丨:)的社保、丁资竿均从}活丨H收入巾 r丨 负盈=,。 2013勹||u卅 马jFj将 ⒋i+Hl邮分的收入汁入 r

咕场苘讹收入,⒛ ll午根据农发集凵的要求,木将该部分收入计入茵业收入氵而只oll认 r稆 金收入氵冈此同比 卜
陴.



|添 奕岔冕耍手蜃罗明 墁瓮囝
主体Jj巾 jlH农据估|川 评级报告

板块将围绕发展现代利l业 、现代特色农牧业、安仝r0态有机食品、生

态旅游思路来不断扩大农牧业投入。

公司治理与管理

产杈状况与公司治理

llx个 ⒛丨o午 ⒔局木,公 刂H殳 本为 7粘 亿尢,巾农发矢 刂持仃 |

牧火团 1α汛股权,叫 务院旧资委为巾牧火 丬{的 实际扌∷|制 人 .

公lll不设股东会,||l!丨 】农发尖闭授权公词总经∫H办 公会彳∫lt股 尔

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 刂的章大艹项,"|公 凵的介丿仁、分讧、解散、

坤减注册谈本和发仃公 刂债券 , ||丨 {.农 发尖才|决 定.公 lil实 彳∫总经川|

负贞 ll,总 弪Il办 公余灶垠高泱策甘,职能为战略什州和l交 叻 lli调 亏

笫 :烘砍

"丨

职能部广j和 |攴持服务ll l门 组成;笫⊥以次,同绕公 凵的核

心业绐,矬 讧产业体系 ll相依存义
`∴

相独讧的 j^公 刂.F公 刂肚在统

经竹战略 卜,承 +ll特 定产宀宀或H'务 的′
|∶ 产经什 r冖 位, F公

"负

责人

,L受公 |凵 委托竹理部分资产洞lH'务 的代州人.综个来希,公 凵亻氵丿H绌

构及组织绌构较为完椎,内 部扑制完善 .

战硌与管理

公司拥有从甫种、荞殖、防疫、菅养到医疗保健的完芷动物健康

产业链,综合竞争实力很强;公司注重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研投入 ;

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公刊拥仃从莳种、芥殖、防疫、莳齐到医疗保健的完辂劢物健康

产H'链 ,综个竞争实力{k强 .作 为㈠内址人的动物保健I亍】龙汰个业 ,

公 凵在 |i农 发尖

'i“

| ∶∫i” 战咻框架堆硎 l,制 }jr紧紧冂绕翥牧

业,做大儆弘做精儆卸
"上

产业,肜成独其优势的产H'链 克△格局,努

力刂j造我凵动物免疫防控的艾拌体系、饲H产业玄个的促进体系、畜

牧H'流通领域的保障体系和l畜 牧广业经济发肢的服务体系的屮κ期战

m扌孓火丿刂龙刂.

公 I刂 为适应现代个业制度的 |∴ i要 ,|刂 定 ∫ 《公 Ⅱ∴杜》、￠戊略竹

理 ll丿芟》、《玄个△产竹丿H规定》、《|l+lk米

"i会

汁政策》以改 《扣l保竹

理办法》等规}制庋,竹 IL制度比较完艹《

公l司 更视科技创新体系的矬设,建 讧并逐步完冉 r以中牧研究院

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实施l,l发集 |l什理.为集巾统 什理总公 凵的科

研 :l∶作,公 l刂 推个科技发展部、!丨 l牧股份和乾元沾 -丨 :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方研发资源,组建 r||l牧研究院。公司还 △J围 内多家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和知亿个业形成产、学、ΠF联合创新体,并伞头组建 r冉药技

术创新战略联牲。公司在科研体系建设意以及科研创脚i领域持续投入 ,

使公 |冂 其各软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公i丬 丨刂持续发肢捉供技术攴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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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风险能力

中牧集团是集生产经营、贸易服务、科研开发和投融资为一体的

大型畜牧中央企业,形咸了动物保健品、动物营养品、农牧业生产资

料、大宗国际贸易以及专业农场等艾柱产业和畜牧业上中下游完整的

产业链。公司生产的畜用疫茴、禽用疫茴、特种疫茴、多维饲料等产

品国内市场宀有率居丨领先地位,并率先向多个国家出冂动物疫茴。

公司贸易H'务近儿年快速发展,捉 刀 r公司的收入规模和l实 丿J.此外 ,

公司能够获得 l·l公司屮农发集团的大力支持.总 的来看,公 |凵 其有很

强的抗风险能力。

财务分析

公刊+,t供 F zll12、 ⒛!4年 及⒉)!另 年 l、 3川 财务报表。!|呻 H`太

会计师芋务所有限公l刂 对公丨司 2θ 12、⒛14年财务报表分别进行 r审

汁,均 H{其 r标准尢保留意见的△汁报告.根栅 201刂 年财政郎颁布或

修汀 《企业会计准则第 岁 号——个融丁具确认和汁量》和l《 个业会汁

准则第 2吁——长期股权投资》以及 《企业会

"准
则第 ″ 刂——财务

报表列报》的最新要求,公 司对 ⒛ 13午初及 ⒉)!3午末的κ期股权投

资、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的{H大科 目+h^照 准则进行 ∫迫溯调整。

公司⒛h年 !~3月 财务报表未经】||计 .

2θ 14午公司审计报街中披齑,根据中农发尖闭 《大 r丨 r肃屮牧山

∫l弓场总场增资方案有大事项的批攵》文件,⒛ l‘ 午 ⒓ 月!|】 农发集团

对!|丹 马场实施货币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刂l,刀8万尢, |l农发集

团出资 2I,θθθ万元,持 H殳 比例 50以%,公 司|||资 ⒛,798”
`L,持

股

比例 佣 %%。 增资后公lll不 而对山丿刂吗场拥有控股权,从 2015年 1

月开始未将 |||卅 马场纳入个并范罔。

资产质△

公司资产规棋扫步上升,资产结杓稳定:公司存货持纹上升,在流

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较臼〕存在-定趺价风睑;公司郜分其他应收款由

于账龄时间较长导致坏账计提比例较臼

随着公刊经营规模扩大,公 I凵 资产规模稳涉蹭加,⒛ 12~20M年

末,总 资产年复合增长率为 1841%,⒛ 15年 3用 未总资产进 -步增加

至 71θ8亿尢。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资产结构比较稳定,⒛ 15

午 3月 末流动资产占比为 %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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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午 木   `O13午 木   20I1午木  ⒓O【 5午 3丿 j木

灬△卜卜、 丬:流动资产个汁 -流 动资广介计 △ˉ 流,ll资 产 !吁 比

国 1 20{2~2014年 未及 2015年 g月未公司资产结枸

"o
⒓(〉

()

公 ll流动资产⊥娈丨||存 货、货币资命、其他应收款、∫丿|付款颀、

应收账款笮构成,其 j|{rr货 丨吁比较高 .

11 78%

囡 2 2014年未公司流动资产构成

公 刂流动资产稳步 ∴rl,⒛ 】1午木为 乩 37亿 尢,⒉)12-20j刂 午

年复合坤长率 16"%。 经常规秩扩大,lt件公 l凵 存货相 ll,逐 年 |升 ,

⒛ 1‘ 午术为 H乩 亿尢,主要为原材料、产成″l及 贸易商宀宀等物谈 ,

2011午 nl比坤κ
"听

%|,主要 ,t冈 为 :级 了公 刂巾牧连锁根据市场行

情年木l忡 tll储 备 H米所致,公 刊汁提 rO⒔7亿尢仁货跌价准备:公 刊

货币资今有所波动,201‘ 午末 8llb亿 尢,上要灶银行存款,同 比 卜陴

钙 2l/,主要灶冈为子公 l刂 中牧股份为提南资金使川效益,lt用 了 200
亿元货 r|资 金分期购头凵债逆口购产品所致;其他应收款上要是公 l刂

成贝之间及 勹共他公司之问的往来款、集团内筹建楼房△程的代垫款

等,⒛ 12年 ~2014年 末分别为 3出 亿元、2m亿 元和 4⒛ 亿元,部

分其他应收款山 j·账龄时间长导致资产质量不高,存在一定回收风险 ,

公司计提了 1⒛ 亿尢的坏账准备,占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r灼

⒛ lI%:公司预付款项主要是贸易商品和原材料预付采购款,2θ 14年

末为 4″ 亿尢,同 比增κ 6θ 腿%,主要足中牧连锁年末采购:△米所致 ,

其中账龄 1年 以内的占午术账面氽额比陀 77%;公 司应收账款主要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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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销售款,有所波动,⒛ 14年术为 2咙 亿尢,同比下降 3θ ⒉%,

是冈为公司加丨强应收账款回收力度所致,共中账龄 1年 以内的占年木

账而余额 7511%,公 i刂 }|提 rθ ⒃ 亿元坏账准备。

⒛ 15午 3月 末,公 nl流动资产 ⒛ 46亿元,较 ⒛14午末增加 3⒆
亿元,主耍是应收账款坤加较大,增加原闪足疫茴产品多为政府采购 ,

土耍矢 l|】 在午底结箅午,年 l「l应收账款会相应增加,存货个额及丨吁比

仍较人,市场价格的波动容芴廿敛存货产′
|∶ 定̄的趺价卜1险

公l丬 非流~Nl资 产⊥娈走叫定资产、κ煳股权投资、尢肜谈广、竹:

建 :枉和投资性房地产组成.公 刂艹流动资产稳步∫忄屮κ,⒛ 14午未为

坨 ⒛ 亿元.⒉)!1年 木旧定资产 丨5()6亿 尢,⊥嗖灶房岸枝建筑物和|

机器设备等,同 比士屮|加 ∷8b亿 尢,⊥要足机器设备增加较多:κ期股

权投资稳步增κ,主 崾,I对联∴个业的投资,⒛ 11午 木为 1(淋 亿尢,

同比眄加 0⒉ )亿 v:;⒉ )丨 刂年木公 |凵 尢肜资产 3″ 亿尢,上 崾足 ∷地

仗丿|刂 权、令利权和l非 专利技木等,司 比∫屮|加 lH亿 尢,来 '|∶地 lt||刂

权的坤 lj「 ;公 刊扩张产能,顶 H建设ll加 使徭佝:吐 丁租坤加较快 ,

⒉)12020!4午 未,分刖为 O"亿 尢、2h5亿尢刀 ⒔llh亿 ,L:公 |凵 投

资性丿9j地产投谈艹本艹稳,主 嗖足公刊刈夕卜||租的小区物H'枝 部分丿

房,⒛ 14年 未为 1㈩ 亿亢《

2015年 ⒔用未,公 凵非流动资产 ″ ⒉ 亿尢,!j2011午 末堆本打

+,共 |1κ 期股权投资肿加122b亿元,赴 ||{刂 !|川 L;场 j=⒉)|5午 |

用起不冉纳人个丿午报农,公刊对共所持股份十H应转变为长期股权投谈

所致,闸定资产减少 |m亿 尢,共他变动不人.

llx个 20|5午 ⒔月木,公 l凵 尢受限资产 .

从运常效率膏,⒛ 丨2-⒛ I刂 午及 ⒉)!5午 l-⒔ 丿j,公 凵的应收
"κ款川转大数分刖为 |阿 !0大 、″

"大
、|h啪 大汨 ⒛ 77人 ,川转效

率有所波动,⒛ |4年 【
l转效率 h斤的坜t冈 址公 i刂 加蚀 r应收账款口收

力丨芟,氵 h年销竹个部收凵,并 H冂收 r部分 ⒛
"午

应收账款;存 货
±

l

转大牧分别为出 87人 、比 ⒔3人 、71盯 人巾17887大 ,周转效率 20|亻

午有所 卜降, 上要足冈为中牧连锁午末llF备 L米仗衍存货士
|屮 加丨所致 ,

总体来桁,公 日谈产规模稳步 ∶歼,资产结构比较稳定.存货逐

午 1歼 ,占 比较尚,存在 定̄跌价风险,共他应收款质甘不高守致坏

账汁捉比例较高。公 !凵 应收账款川转效率及存货 l·l转效率仃”i波动。

颀计木来 l-2午 ,公 |刂 资产规秩将继续扛大。

资本结枸

扩张使得公司负侦规椟持续上升:流动负偾占比较商;20佰 年以

来公司短期有忠侦务怏速坫加:使得有息偾务占总负偾比工上升较怏 :

且集中在
"年

内刭期

扩张建设项 H玫投资个业,使得公i"负 债规模持续 ∷升,⒛ 12~

⒛14午末,午笈合增长率为 114θ%:⒛ 15午 3月 木,公刊负债规模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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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升。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较高,且逐年上升 ,2θ ⒓~⒛ 14年末及 2θ 15

年 3月 末,分别为 ⒏.⒛ %、 田 出%、 陌.71%和 87∝ %。

亿 元
%
m
 

⒃

 
⑴

2ll

Io

o

40

20

o

2012午未   2013午 木   201攻 年木  2015午 礻月木
冖 "l|流功负债含汁 忄。。。。寸0流动负债合计 -流 动负偾占比

田 3 2012~⒛竹年未及 ⒛巧年 3月未公司负侦结拘

公冂流动负债由共他应付款、顶收款项、应付账款、短期佶款、

及应付职△薪酬等构成。

公 ,il浙 i动负债逐午增加,201‘ 年未公 |刂 流动负债为 ⒛ 74亿尢 ,

同比增长 8θ4%。 公司共他应付款主要为应付专项资金、社保资令、拆

迁补偿款以及与职△个人的往来款项等,今额逐年上升,⒛ 14午木为

67】 亿尢,同比增长 13⒛%,账龄 1年以内的为 6⒆ 亿元;公 nl预

收款项主娈是预收销售款及 }J扌肃人添房地产廾发有限公司的合作项

H的预收款 ,销售规模扩大使得佥额逐年 |l升 ,2θ 14年 术为 5孔 亿尢 ;

⒛ 1± 年末公司应付账款 5"亿 尢,共中账龄 1年以内的为 512亿尢 ,

同比增长 13θ 7%亏 公nl短期估款仃所波动,⒛ 14午末为 461亿元 ,

其!{|441亿 元为估用借款;应付职△薪酬堆本稳t,2θ 14年术为 2!8
亿 ,u。

2θ l cl年 3月 术,公 刊流动负债 ⒛ 兕 亿元,较 ⒛I4午 未坤加 319
亿尢,其中短期估款增加丨4⒛ 亿尢,⊥要足闲为经茼斋耍公 |刂 相应增

加 r流动资金借款 .

22 37%

国4 2014年未公司流动负侦枸成

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是长期借款、递延收益 非流动负债、专项应

匚

1.〉



大公国匾矣后币估自田岔司
丨:体与巾舟j祟掘估川评级报告

付款及κ期应付款。公司非流动负债基本稳定,占 比不高,2θ 14年本

为 4⒛ 亿元。2θH年木κ期估款 303亿元,闶 比变化不大,共 中 300
亿元为向母公司丨丨l农发集团的信用估款;共他非流动负债科日金额不

大。2θ 15年 3用 末,公 司非流动负债 1⒊ 亿元,与 ⒛H年末相比变

动不大 .

从有忠债务后 ,20】 2~20|4午金额变动不大,lH2015年 ⒔用木大

帖 ∷刀‘、!⒔ ll)亿尢, 上要足矩期估款大lm坤 加所致.总体来石,公

凵有忌债务以短期佝∷u债 务为 ⒈,20|o午 ⒔丿l木 ,仃忠债务 |亍 负债比

!Π L升 rl1b|个 百分点,丨吁比,,N到 “λ″l/

⋯
2oI2车 F爿良项 目 ⒛15年 3月末 ⒛14年末 20⊥3臼F彐良

矢H煳有总侦务 iO"o }) 5{|||{讠 1()|;

κ ll有 启̀侦 务 {:()() 讠 (){讠 {;()|: |讠
(){讠

总仃启亻丿i务 !{; "o 阿 62 8 66 7()6

总仁宦琐 饪 i总 负侦比 jΠ

"(){讠

2 28 71 30 66 2{|) 2()

从公 刂⒛ |马 年 3月 术仃启、债务到期期限绌构来桁,公 刂仃启、债务

丨j嗖集!|在 1年 以内到期,1午 内到期仃唐、债务占比为 77b|‰

2012-2()14亻 {i未 公 刂资产负债率分刖为 佣 11叮 |、 刂6tl lπ |、 刂⒔71%

逐年下降;20|5午 3月 末,|丨 丨j· kll期估款大帕增加lt件 资产负债衤冂

川个 妯 ⒔孔,lH总体苻,公 l刂 谈产负债率较llt,201^年 灰 ⒉)11午指

标处 刂
·
彳∫H'优秀值水艹、 公 l凵 流动比9衤~改速动比率坫本稳定 .

⒛ 12~201刂 午末,公 刊所有者权旆逐年lll加 1,分刖为川 7丙 亿尢、

⒔丨呖 亿庀、出
"亿

vL.丿 丨描 刂
l丨
廿公 |凵 的所有扦权谥出逐午坤加,⒛ |⒔

亻r木 lol比 ∫忄仵加 ⒔67亿 元,其 !|股 本∫氵屮加 |lll)亿尢来向母公刊中农发

火团对公 刂进行坤资,资 本公积坤加|2⒉ 亿尢来厂|F公 刊 ||牧股份 |i

公丿卜发行股祟的资本溢价,2014午 未 nl比增加 270亿尢,⊥ 崾来r|未

分配利涧 r昀增加丨.公刊
’
/N数 股尔权益逐年

"刀

,主 哄足因为吵数股尔

对公 ill投 入增加所致.20】 51|3月 未,公 l凵 所有帝权溢略有 卜降, L

娈娃 l,·l为 |丹 丨1炀 不丨刂纳入合氵仁范冂廿致少数股权权益杆{应减少所

敛 .

截个 201亏 午 ⒔月木,公 |刂 尢对外}!倮 。

综合来看,扩张使行公i凵 负债规杖持续扩大,流动负债丨i比较南 ,

lH公 司资产负债率较低。⒛⒗ 年以来,公司短期有启、债务快速增加 ,

有息债务 i总负偾比例 |∶ 升较大.预 汁未来 l~2年 ,随着公丨凵经常规

模继续扩大,公 |刂 负债规模将继续增加。

!抓 Wind资 讯,⒛ !⒔ 午皮 2014午 囚内商牧业资产负债率指标优秀值为 雨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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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公司菅业收入稳步上升】毛利率虽有所下降;但随扌期间费用控

制能力上升:圭要盈利指标在行业中处于较好水平;非经常性收益及

菅业外收支净扭变动对公司利润形响较大:形响了公司盈利的稳定桂

及质工

||r贸 功llk块 的怏速坤长,公 |刂 常业收入规杖稳步 |∶ 刀,2012-
201】 午笈个j|彳 κ率达到 】8出 %|lH{|丨 j|L利率较低的贸功H'绐收人 丨

i

比 h川 及-|∶物|刂 ‖市场竞争加lAl的 形响,公 凵综合 L利率水
′
r运年 卜

降,⒉ )|2-⒉ )|4午 分刖为 丨9⒍艹|)、 17隔
")洞

丨1627"|.

亻zL丿 o
%
2
L
I
!
b
︱

2()|2亻 |
心艹"什 讹收入

20|3午       2ω 11午

、∷ 跏 总额  -L利 午

曰5 2012~⒛ 14年公司收入及盈利怡况

公 刂期氵冂j赀 川率逐亻{|卜 陴,分 其体利 H来石 ,2012-⒛ |4年 公 凵

竹丿u★川率、销售费|||彳改财务赀川率均逐午 卜降,共 中以竹扩H赀 |||

率 卜降虹为 Hll扯 .

从仃业利涧构成桁,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旆等非经饣性损益科

日对公刊常H'利 涧有较人肜响,2012~⒉ )11午公 刂投资收益分别为

o ll亿尢、051亿 元和 ll‘ 亿尢,对营业利涧的贡献衤分别娃 I7⒎ %、

1916%和 ⒛ lls%,20!4午 投资收益大幅 丨1升主要来向公司对反门令达

威维亻|∶ 素有限公 i刂 股权投资所产△的收益和对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进彳∫股权处霄所产△的收益.2012~2014年 ,公 i凵 青业外收艾净额

分别足0⒏ 亿元、0″ 亿元和 lH亿 尢,⒛ 11午公司营业外收入为

1罗 亿元,同 比增加 0叹 亿元,增加主耍来白国家忠农补贴款及专项

结佘资金、牡卅汪马场棚户区拆迁补偿资今转入等。

销亻|i赀∫艹

`∵

刊 ’l攵入

筒川!贺川∷亻刊 l,l攵 入

财务赀用∷什 il,收 入

期问赀川∷什川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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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经常性损益及啻业外收入变动等㈧素影响,2θ12~2θ 14午公

司利润总额及净利润波动较大,共巾⒛13年下降主耍是因为乇利率下

降lnl时 青业外收攴净额大幅下降,⒛H午 丨1升主要足投资收益及青HL

外收支金额大幅 L升所致。由 j· 非经常性损益及营业外收攴净额等变

动对公司利润贡献度较高,一定程度 H影响了公司盈利的质量及稳定

性。

从⊥要础利指标希 ,⒛ 12-⒉ )丨 1午 ,公 {刂 竹业利涧率分刖为4m%、

4|2%和 弓O亻%,总 资产报酬率分刖为 7泓 %|、 58孔和 778%,净 资产

收礻u午
·
分刖为 !l】 9⒐)、 781%和 |l|⒔%,总资产报酬率在行业Ⅱ处 刂

l

优秀值水+,净诱产收旆率 ⒛12午灰 ⒛ |亻 午处△行业优秀值水艹 ,

⒛丨⒔年处 刂
lk好

值水艹 .

⒉)15年 |-∴ 周,公
"常

业收人 18H2亿尢, 刊比增κ {57||:

L利率为 1877%,同 比 卜降 4″ 个百分丿̀
Ⅲ

朋丨冖j贺丿刂率司比 卜降 278
个Fl分点, 丨:要 灶什丿H赀 川率攻销售贺丿丨刂率均 卜降;什 H'利 润、利涧

总额枝诤利涧 lll比分刖l。
rκ 966%、 ll l⒐h枝 1211%.

综合来石,公 i凵 收入+l模稳炒 h升 ,虫然受忄物 ll品 竞争加丨剧灰

乇利率较低 r竹 贸埸业务收入占比 l ll影口
F刂 , L利率有所 卜降,lH受益

j1期 问赀lll彳 逐年下降及非经常性收益灶丿t献 ,公
"总

体盈利能力较

好。非经常性损斋及什业外收攴个额的变劢使待公 刂撤利水半仃所波

动,肜响 r公 刂盈利的稳定性及颀蚩.预 |丨 未来 |~2午 ,公 刊收入规

棋将进 步扩大.

现金流

公司经菅桂净现全流波动较大:对侦务的保叶程庋不稳定

2012~20|1年 ,公 刂经常性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共 |i2θ 12午 净流

H|()06亿 尢,共主要历t川 足为ll人销售,公 l凵 加人 j'估 川钔亻J∫ 丿J庋 ,

应收火κ款账期仃所延κ廿敛应收账款增加丨,|刊 时业务

"人
蹭加|r存货 .

2● |⒔ 午公丨凵外什性诤现个流大llm冂 升, 方 H丨 足 lil为 公丨口销ti肿加廿

敛颀收款项 1升 ,,j外  方 白i灶公丨刂应付账款、共他应付款的坤加l使

彳1经竹性现命流出的规秩 卜降。⒉)H午净流入规模 卜降 061亿尢,主

要·t颀 ll款顶及存货坤加丨较多所致 .

20⒓ ~2011年 ,公 l刂 投资性现今均为净流出, |】 净流出规模持续

扩大,主耍,t冈 为公 i刂 新建及改矬顶卩+/。 加,同时也增加了对外部公

lil的 股权投资所致 .公 l刂 筹资性净J,L个流大lm波动,20I2年挣流|||l侣

亿尢,2θ 13年净流入 560亿尢,⊥要是囚为公司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

令大幅增加所致,共中坩公司增资 1θθ亿尢,了公 i刂 !|l牧股份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今总额 4陌 亿尢,2014年诤流出 3⒛ 亿元,偿还债

务所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拥
Wj"d资 佶,20【 2~2011午 苗牧业总资产报酬率优秀伯分别为 530%、 o70%Ill570%;净 资产收益率的优秀

值分刑9V 10 20%、  10 70%不
"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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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m
 

冖° 
ο

2()12彳 |i          2()I亻 |∶           2()|∷ 】勹i

臼经苘 l|}争 观个弼j 田投资

"∶

冲IlL个 流  臼笤诱 l+诤 lL个 流

囡 6 2012~2014年公司现全流佰况

⒛丨局年 |-⒔ 月,公 凵经苻性净现个流、投资性净+,u个流攻筹资性

净现个流分别为 l″ 亿尢、 105亿 尢汨 1m亿 尢,共 |经虍性净

现个流为负值,⊥娈灶㈧为政府采购的疫 r苷⊥要为财政绌饼l,纬算
"坩l尖 ||l在年木,因此在 季度经常性现个迪常为净流 |||.

从公 |刂 主要偿债拍标来希 ,|扫 j|公 刂经什性净现今流波~l较大 ,

廿致对债务的保障程丿芟不稳定.⒛ 12-⒛ l亻 年 EB1Π 及 ll丨 1"Ⅵ 利虍、保

障估数有所波动,保蹄能力 般。

根Jl公 刂规妇j,⒛ !5午 公刊在建及拟矬项 H资本攴丨|约 O rlI亿 尢

`[∶

右,资 本艾出规模不大.

综个来石,公 丨凵经竹性诤I,L金 流波动较大,对债务r昀 保障程度不

稳定,未来 I`2午在矬丿0tH的投资性资本攴|||规模仃所 卜降 .

偿偾能力

随若经青规模扩大,公司资产及负债规模均逐年 丨∴升,竹业收入

也稳涉增长,面对不ll l加剧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毛利率虽然逐年下

降,但期问费用控制能力逐午提高,同时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对公

司盈利有所贡献,2012~2θ 14午公司均实现了一定规模的诤利润。从

主要盈利指标来看,在 lml行业中仍处于优秀值水平。EBIΠ 及 LB1TⅢ

对利启、的保障倍数也具备-定保障。此外,截至 ⒛15年 3月 本,公 司

资产负债率为 啪 Ⅳ%,财务结构较为稳键,lnl时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

也基本稳定。

⒛⒗年 1~3月

经茼性冲现个流∷流动负付i

经什性冲现个流利启倮ln估 数

EB11 禾刂
'刂 `亻

朱

"∴

亻∴苦攵

EB1Γ0A利 启̀保阡估数

经 占性冲现今流

`总

负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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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注意刭,公司存货逐年上升,具备一定的存货跌价风

险,其他应收款资产质量不高,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高。2015年 3月

末,短期有息债务规模上升较快,有息债务占总负债比重上升,且集

中在未来 1年内到期。非经常性损益及营业外收支挣额对利润贡献偏

高,影响了公司盈利的稳定性及质量,经营性净现金流对债务保障也

不稳定。 H述因素, ˉ
定程度 h弱化 r公司的偿债能力。

在外部流动性方伯i,公 刊能够获得母公刊中农发集团的资令艾持 ,

且拥有一家 |∶ 市了公 刂

"l牧

股份,在债券市场发行过多期债券,具 备

发行股祟进行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渠道,公 司也和国内多家银行建

立 r长期良好的个作大系,公司外部流动性较好 .

综合来看,公 l·l偿债能力很强。

偾务屐约怙况

根据公闩提供的丨}iH人 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截至 ⒛15午 5

月 25口 ,公 i司 本部未忡发/+估贷违约事件.公 司本部发行过两期短期

融资券,分别为 ll牧△蔺 Cl’ 0θ 1和 13牧 △商 CllOθ l:子 公司中牧股份

发行了 3期短期融资券,分别是 tlb中 牧 Cl’ ll1、 09中牧 CPlll及 10"!

牧 CPtl1,截 至本报街||】 其⒈l,上述债券均己到期并已正常兑付‘

结论

我因足畜牧业大叫,芥殖规模大,公司围绕畜牧业所从事的各项

业务其备很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公Hl是 国内最大的动物倮健浔l牛产企

业,行吡地位显著《公|"形成 亻=lJ物 保健品、动物营养品、农牧业生

产资料、大宗国际贸坜以及 ←业农场等支柱产ⅢL和 畜牧业 H中 卜游完

稗的产业链,其 备很强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公司贸易H'务快速发展 ,

生物制品、饲料及冉药方伯i的 在建项日⒒j稳步推进,部分项日已竣△

投产,未来随着项 H产能逐步释放,公 司经苜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综合分析,公 丨凵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期票据到期不能偿付的

风险很小.预计未来 l~2年 ,公司经茼规模将进
—

步扩大,收入水平

有望 H升。囚此,大公对屮牧集团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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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眚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大公

”)将对中国牧

丁商 (集 团)总公司 (以下简称
“
发债土体

”)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

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体外邬经茼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

的|Π 大事项以及发债⊥体煅行债务的情况等冈素,并出其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债⊥

体的估川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 卜内容 :

l)跟踪评级时问玄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本期票据存续期内,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午度报告后 3个月内

|||其  次定期跟踪评级报街 .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街结论的重大事项 ll l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 卜l个△作 H向监筒部闸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某。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矢评级所篇资料、现场访淡、评级分析、评 1}∫ 委贞会审核、出其评级

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待和1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上体、监管部门及隘什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迸

行披露。

3)如 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斋资料,大公将根据有大的公开信息资料迸行分

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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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截至⒛15年 3用未中国牧工商 (集团)

主体与巾期祟据佶用评级揪告

总公司股杈结构图

国务院国有资产隘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农业发煨集闭有限公司

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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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轴
2015年 3月
(未经审计 )

20H年 2013+ 2012生F

货币资金 89,211 8θ ,56￡ 147,07￡ 89,42(

吨收账款 7⒔ ,18ξ 26,23刁 43,17ξ 38,37L

其他应收款 2θ ,33⒓ 42,85f 20,79￡ 33,27(

硕付款项 56,?2￡ 42,66Π 26,521 28,5θ⒓

存货 124,37￡ 143,62‘ 1θ7,20￡ 78,56t

流动资产合计 39亻 , 57F 363.7θ 】 3在 6.69ξ 268,722

长期股杈投资 63,391 ‘0,83[ 38,85亏 36,93U

固定资产 136,88F 150.64】 112,02( 1θ 5,47亻

钅建i△程 31,66C 36.58[ 26,50[ 5,27刁

无形资产 37,612 37,684 2θ ,31( 23,281

没资性房地产 1θ ,?51 】6,93( 16,61】 17,2吖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2,25〔 322,87( 255,33】 22θ ,θ 72

总资产 71θ ,82[ θ86,57( θ02,θ 3( 489,θ叨

货币资金 124[ 11 7〔 24 4[ 18 2￡

吐收账款 I02】 3 8⒓ 7 1I 7 8刁

其他应收款 3 6I 6川 34( θ 7C

硕付款项 79】 62】 44】 5 8t

存货 17 3巧 2θ  92 】7 81 lθ  0凵

流动资产合计 55 θ亻 52 97 57 5g 5亻 8(

固定资产 19 】￡ 21 9凵 18 61 21 5诏

在建⊥程 4,4⒓ 5 3: 4 4C l OE

无形资产 5 2E 5 4毛 珏 3孑 47F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 9f 47 0卩 42 41 45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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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
单位:7J尢

年份
2015年 3月
(未经审计〉

2014年 2013+ 2012年

负偾类

lu期 借款 90氵 46氵 09I 51氵 00( 39, 17,

卜讧亻̀j刂÷锯 !{;.99卜 9,821 ∴,⒔ 2{| |,!6「

应付账款 55.56t 53,|;亻 {∶ ; 17,18C
"2.7;L

顶收款项 59.592 o7,污 8另 刂8,99" |∴ {;5←

卜̌付妙{「甜柙洲 22.78局 21,{`}i讠卜 |9亠 05C 21.‘ 9川

共他应付款
"4.44|i

67,I02 59. 丨77 56,0|∴氵

流动负债介计 289.2tl7 257,⒔ 6卜 23ll,89f 196.52

K朋俳款 {;(),()()( ⒔0,29I ↓0,2tlI {;(),297

专顶应付款 4,2∶讠丨 4,;29 !",9"L 】阝.

‖∶流动 饫侦个计 4{、 07】 12,tll l

"o,68" "5.
负侦介汁 |;|礻 2, 讠(|||{|氵 300,271 282-57卜 211.9"卜

占负偾总额比 (%)

l。 ltll估 款 27 0卜 15 3亏 18 ()巧 !6!⒋

吱亻̀!;∵(刂开亏 4 21 {; 27 1 80 o "卜

`9付
}【 款 16 7V 17 7孑 16 7C !7 6←

顶收款项 17tli 1cl I卜 173" |讠 7卜

啦付职 丨:薪酬 l1 8r 7 27 6 7" 8 8卜

共他应亻̀j{弓
《 !{||讠 17 22 ⒔F 209" 2⒔  1

I/l动 负侦个 }| 87 ()刁 85 71 {|∵||礻 {|∵|V HI 2|

κ煳″}款 90{ lO0⒋ l()7⒓ |2F∶ !

专r贞应付款 | 1∶}7 5 2⒋ 62(

∶流动负债合计 !2 tlf l亻  2⒋ !6 187Π

杈益类

少数股东权益 1(|1,41冂 】7",∷ 87 13‘ ,54F 99.56(

火收资本 (股本 ) 78,3|L 78亠 31⒓ 68丿 |讠 1L

资本公积 62,2{|F 62,16凵 58,76( {}6,"()

缸氽公积 4,42( 5,181 1,42乇 3,9I

木分两d利 涧 78,05| 66氵 1(5￡ 3】 ( 39氵

丿丨属十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3氵 04笾 21△ θ11 【84,9θ刁 148,18←

昕有煮权益合计 38亻 ,亻 5i 386.29E 31θ ,452 247,7亻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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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2)

单位:万元

年份
2015臼F3月
(未经审计 )

20I4∠丰≡ 2013垄日 2012∠丰≡

菖H叫攵入 188,2‘ η 750,341 651.42巧 533,181

苛业成木 】F;2,91巧 6{∶!|{||},{∶∶}51 o{;6,亻 8C 128,o37

哨隽赍用 lI,44巧 50,30P 43,74C 38,957

詈I璧 费用 9, 14C 4⒔ ,74f 42,36C 40,36F

财务费用 1 1Il 2.72V 2,607 2,65ξ

资产减值损失 C 2.80C 2,77H 1 19⒓

没资收益 !,⒔ ()(∶ 1I.37F 5,14C 4,28(

芎业利涧 】4,552 37.HlF 26,822 24,

菖
"L外

收艾诤额 29" ll
υ
‘ 2,71C 8,43凵

利涧总额 14,84f ‘8,9⒔ F 29,532 32,60诏

斫得税 l,81V 5,94⒓ 4,57C 4,872

冫争矛刂润 l丨 ;,0{|!}亻 42,99刁 24,953 2?,73⒓

归属 千母公 lll所有者的净利涧 7,亻 8C sO,090 12,θ 8C 17,33t

苗扌虫呶入比 〈ω

营业成本 81 2" 8∶;7| 82 3乇 80 3,

哨隽费用 6 θ卜 6 7乇 6 71 7 3i

菖理费用 亻 8乇 5 8t 6 5C 7 5Π

忖务费用 o 5. o 3t θ 4C o 5C

芾业利涧 77屮 5 0‘ 4 12 45[

利涧总额 7 8色 6 52 亻 5″ 61

净利涧 6 9⒓ 57f 3 8f 5 2O

棘 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佥流量挣额 -1{讠
,

°

o 27.{;6j 33,47⒔ -58C

没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呈净额 —{0,5亻 {:
-6】

,54】 -35,24 -20.9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仑流景净额 15,90I -32.64( 55,99乇 —14,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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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3)

年份
2015月F3月
(未经审计 )

2014+ 201g+ 20I2+

EBIT(万 元 ) 】5,99( 53,40( 35,31 36,99孑

EB1TDA (7亏 9亡 ) 83,569 46,36t 48,52￡

总有息债务 (万元〉 134,θ l
(;6,21f 86,θ2( ?0,63ξ

毛利率 (%) 187Π 16 2Π 17 θ￡ 1963

营业利润率 (%) 77f 5θ‘ 4 1笾 4 弓3

总资产报酬率 (%) 22廿 77( 58孑 7 56

净资产收益率 (%) 3 ⒔! ll l 7 81 11 】臼

资产负债率 (%) 亻6 3亏 亻3 7亻 46 9刁 49 41

债务资本比率 (%) 25 8F 182亏 9)】  (;刂 22 1臼

长期资产适合率 (%)
l丨;2θΠ I32 9丨 143 0( 132 6口

流动比率 (倍 ) 14乇 1 37

速动比率 (倍 〉 0θ t o⒏ lθ 】 o 97

倮守速动比率 (倍 ) 03⒓ o3( 06( o 4C

存货周转夭数 (大 ) 78 8亏 71 8巧 θ2 3: 63 8口

吱收账款周转天数 (大 ) 23 7亏 lθ θ( 22 5: 18

经营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债 (%) -4 82 l1 0巧 】54[ -0 3C

经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债 (%) -4 1孑 93. 12 7f —0 2亻

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倍 ) -l1 4孑 θ 1 74t -θ  l

ηIT利息保障倍数 (倍 ) 】3 ()2 l1 9亻 76t 8 3g

⒙【TDA利息倮障倍数 (倍
) 186f 10θ( 11 0】

叽金比率 (%〉 3θ  8刁 31 3( θ2 θg 45 5C

叽金回笼率 (%) 837孑 12θ  θi 102 27 11331

坦保比率 (%) o 0￡ 00( o θ0 0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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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1,毛利率 (%〉 =(1一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10佛

2 胄业利涧率 (%)=营 业利润/营业收入×100%

3 总资产报酬率 (%)=FB11/年 木资产总额×lθθ%

4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涧/年本净资产×100%

5 EBIl=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艾出

6 EB1TDΛ =BBlT+折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κ期待摊费
`{j摊

销 )

7 资产负债率 (%)=负 债总额/资产总额×l Oll/)

8 κ期资产适个率 (%)=(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资产×l Ollu/

9 债务资本比率 (%)=总有忠债务/资 本化总额×l llll%

】θ 总有息债务=短期有息债务+长期有息债务

ll 短期有息债务=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共他流动负债 (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 (付息项 )

12 长期有启、债务=κ期借款+应付债券+κ期应付款 (付总项 )

13 资本化总额=总有息债务+所有耆权益

14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5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一存货)/流动负债

!6 倮守速动比率=(货 l币 资命+应收票据+交易性金融资i妨 )/流动负债

17 现金比率 (%)=(货 币资金+交易性令融资产 )/流动负债×lθ砜

18 存货周转大数
丨=3GⅣ (常业成本/年初未平均存货 )

1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i=⒗

ll/(营 业收入/午初末平均应收账款 )

⒛ 现金回笼率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10眺

21 BBIT利 息倮障倍数 (倍 〉=EB1〃利息支出=EB1〃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

利息 )

‘ 季度取 9O天。
| 

季度取∞ 天 ,



④ 骋骢 唧 蝌 钾

BBITDA利 息倮障倍数 〈倍)〓 EBITDA/利 息支出=EBITDA/

资本化利息〉

主体与中期栗据信用评级报告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23.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倍 〉〓经营性现金流旦净额/利息支出〓经营性现金流量

挣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担保比率 (%)=担倮佘额/所有耆权益×100%

经营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债 (ω =经营性现金流量诤额/[(期初流动负偾+期末流动负

债)/2]× 100%

经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债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期初负债总额+期未负债总额〉

/2]× lO佛

4
 
 
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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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期票据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大公中期栗据及主体倌用等级符号和定义相同。

m山 级:偿还偾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杜 级:偿还偾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级: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级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股。

BB级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级 :偿还偾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m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子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级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倮证偿还偾务。

C级 :不能偿还债务 .

注:除 山肚 级,α旧级 (含 )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
+” 、 “ ”丿

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符号进行

大公评缀展望定义 :

正面:存在有利因素,一般情况下 ,

稳定:信用状况稳定,一般情况下 ,

负面:存在不利因素,一股情况下 ,

未来信用等级上调的可能性较大 .

未来信用等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信用等级下调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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