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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1-031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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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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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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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新农 股票代码 0025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卫兵  邹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 18 号金新农大厦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 18号金新农大厦 

电话 0755-29420820 0755-27166108 

电子信箱 6708wbzhai@163.com jxntech@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未发生变化。公司业务以生猪养殖、饲料生产及销售为主，动保等业务协同发展，并逐

步实现以生猪养殖全产业链为核心的战略定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猪饲料、商品猪、仔猪、种猪、水产养殖过程中所需的

生物制品、兽药等，以及基于电信增值服务业务的V币、V付宝、电话钱包、数字商品、支付解决方案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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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经营模式 

     2020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饲料业务：公司饲料业务采取的是“母公司统一管理，子公司分散生产经营”的经营模式，饲料产品均采取当地生产、当

地销售，公司职能部门负责向各分子公司提供生产、采购、品控、财务、信息等专业支持。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门所提供的

原料需求，积极组织采购各类原材料，饲料大宗原料及核心添加剂的采购经公司采购贸易部统一通过招标属地签约验收的方

式进行，辅料原料以属地采购为主、公司指导采购为辅；饲料生产均按订单模式进行，销售部门接到客户订单后，向生产部

门下达销售计划汇总表，生产部门根据原料情况、库存状况、产品类别等合理组织生产；饲料销售均以“经销商+直销”为主

的属地区域销售模式，并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的技术服务。随着国内生猪养殖模式的变化，公司重新定位市场及客户，

加大猪场直供合作模式。现阶段公司饲料产能主要分布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华中（河南、湖北、湖南）、华东

（安徽、福建、浙江）及华南（广东）等12个生产基地。 

     生猪养殖业务：生猪养殖是公司近几年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之一。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养殖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公

司+农户”的放养模式为辅。“自繁自养”模式下，公司建立了核心群、扩繁群、生产群三级金字塔式较为完善的自繁自养良种

猪繁育体系，实现自建猪场、引种、配种、分娩、哺乳、育肥和出栏的全阶段生猪饲养并对各个阶段建立了标准化的生产管

理模式，在此模式下，公司主要对外销售种猪（纯种猪、二元母猪）、仔猪及商品猪。 “公司+农户”的放养模式则是公司基

于养殖行业红利为抓住机遇抢出栏，公司通过外购仔猪交给养殖专业户负责饲养，后续公司再将育肥后的商品猪卖出的形式。

公司与养殖专业户签订代养合同，养殖专业户向公司提供一定的保证金，公司负责提供饲料、猪苗、动保及技术服务等，最

终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向养殖专业户支持一定的代养费（含设施费用、人工费用等）。公司生猪销售渠道为：商品猪主要面向

生猪经纪人和屠宰加工企业。生猪经纪人长期活跃于屠宰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企业之间，具有较丰富的运输经验、市场供求

信息和一定的客户资源，在生猪销售链条的上、下游之间起到纽带的作用；种猪与仔猪则主要销售给养殖客户或其他养殖集

团公司。 

     目前，公司生猪养殖业务主要分布在湖北、广东、福建、黑龙江、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河北等省市。公司正在运

营的养殖公司生猪产能约为180万头，在建或正在筹建的生猪产能约为360万头。 

动保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扬药业主要是以研发、生产、销售兽药及生物制品为主，广泛用于禽畜及水产养殖行业，

产品以直销和经销商代理两种销售模式为主。 

电信增值业务：公司子公司盈华讯方主要是利用电信运营商已成熟的计费能力、收费渠道、从业资质，为数字娱乐和数

字文化型互联网站点提供小额计费服务。运营商计费能力服务业务包括实时计费服务和离线计费服务两种服务模式。 

 3、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924.14万元，同比增长69.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24.93万元,同比

下降5.89%，影响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1）公司制定了《五年（2020-2024年）发展战略规划》，确立了以生猪养殖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随着部分自建老猪

场的改扩建完工、新建项目铁力金新农等项目的投产，以及轻资产租赁项目的产能逐步释放，生猪出栏量增加。与此同时，

报告期内，受国内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市场供应依旧偏紧，全年生猪价格处于高位运行，养殖业务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生猪销售80.36万头（包括托管销售4.37万头），较去年同期增长104.11%。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养殖业务

实现量价齐升，实现销售收入216,998.89万元，同比增长198.61%。 

   （2）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梳理优化饲料产品结构，坚持降本增效，探索多种销售模式，同时随着国内生猪产能的恢复，

饲料需求增加。报告期内公司饲料销售62.98万吨（包括内部销售17.28万吨），同比增长5.18%，实现营业收入156,117.78万

元，同比增长12.34%。 

   （3）受疫情因素影响，华扬药业在极度困难的2020年里，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工艺，加大营销服务体系的建

设等举措，实现了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双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动保实现收入10,540.50万元，同比增长8.83%，实现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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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2,475.56万元，同比增长24.01%。 

（4）2020年公司子公司盈华讯方原有业务受多重因素影响，业绩出现大幅下滑，新业务扩展不达预期，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对其计提商誉减值20,918.67万元，严重拖累了公司业绩。 

 4、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目前，我国饲料产业处于成熟阶段，整体进入了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行业逐渐向规模化和集约化转变。

2020年饲料全面禁抗是饲料企业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一方面部分饲料企业因自身技术原因禁抗后竞争力降低，将逐

渐被淘汰；另一方面饲料产品需重新组方设计，达到相同效果的同时又必须满足合法合规的要求，这对饲料企业提出了更高

的技术要求。 

公司以饲料起家，虽然饲料生产规模较小，但一直坚持饲料的自主研发，提高饲料产品技术含量，提前布局无抗饲料领

域，公司的无抗饲料产品得到市场高度认可。2020年公司获得“无抗教槽料先锋企业奖”、“广东饲料生产管理规范企业标兵

奖”。随着行业趋势变化，公司将借助饲料业务优势不断发展生猪养殖，完成以养殖业务为主的产业转型。 

     我国生猪长期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较低，目前仍处于规模化早期阶段，生猪养殖行业集中

度较低。国家一直重视猪粮民生问题，重视保护生猪养殖用地，引导畜牧业向规模化、高技术方向发展，重视猪肉防疫问题。

受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全国生猪产能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为稳定国内生猪产能，保障猪肉供应能力，政府多次

强调坚持不懈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重点围绕防疫病、稳生产开展工作；同时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准化

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

力度。 

     生猪养殖行业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生猪价格、养殖毛利率存在周期性波动。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报告期内生猪

养殖业处于供不应求的不均衡阶段，生猪需求缺口较大，随着行业对疫情的防控能力提升及国家对生猪养殖的大力支持，生

猪产能已触底持续回升，预计在2021年度将恢复至2019年初的水平，生猪价格亦将持续回调，逐步恢复正常水平。 

相对于行业优秀上市公司，公司整体养殖规模小、生猪出栏量少，养殖成本与行业龙头上市公司存在一定差距。但公司

建立了完善的育种体系，公司“天种”牌种猪及“一春”牌种猪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天种牌种猪连续多年在全国种猪大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2020年在全国种猪大赛中获得“长白公猪专家评分第一名”、“杜洛克公猪综合指数第一名”荣誉称号；一春种猪

为目前国内仅有的“双阴”（蓝耳、伪狂均为阴性）种猪体系之一。公司将积极发挥公司种猪优势，贯彻以生猪养殖全产业链

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以“种好、住好、防好、吃好”为四好养殖目标，坚持“防疫底线、环保红线、降本增效紫线、产业链管

控蓝线”四线指导方针，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四化养殖模式，通过降本增效、以量补价，以期靠经营质

量逆袭猪周期的后期底部阶段，并逐步实现五年规划目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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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069,241,396.79 2,400,007,144.16 69.55% 2,800,624,07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249,279.70 140,531,369.06 -5.89% -287,177,99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929,034.28 22,185,153.92 296.34% -284,300,90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427,989.53 216,981,689.27 66.11% 34,928,7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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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7 -11.11%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6 -7.69%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8.61% -1.74% -18.4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156,989,203.56 4,157,139,623.55 48.11% 4,054,351,05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44,382,803.57 1,835,629,874.10 44.06% 1,292,246,613.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16,265,336.25 746,826,679.47 1,017,336,767.12 1,688,812,61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95,371.24 116,830,128.40 140,061,920.65 -193,038,14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479,564.77 115,885,334.27 125,256,057.48 -187,691,92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404,975.40 69,040,478.33 -87,307,224.76 588,099,711.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55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66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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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湾区金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8% 250,699,507 128,499,507   

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8% 44,803,549 0   

蔡长兴 境内自然人 2.85% 19,720,839 0   

陈俊海 境内自然人 2.48% 17,145,828 17,059,371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科新 12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5,600,000 0   

潘新江 境内自然人 0.76% 5,230,000 0   

王坚能 境内自然人 0.50% 3,423,770 624,000   

王军 境内自然人 0.48% 3,343,067 0   

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珠池量化对冲多策略基金

3 期私募基金 

其他 0.43% 3,000,130 0   

何庆余 境内自然人 0.40% 2,73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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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俊海与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潘新江先生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30,000

股; 

王军先生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343,067 股; 

何庆余先生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30,1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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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上图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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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行业经济形式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饲料养殖行业在非洲猪瘟等疫情的影响下经受了巨大的挑战，中小养殖户加速退出，规模养

殖场逆势扩张，养殖结构正在发生悄然变化。2020年，国内生猪市场供应仍面临较大压力，生猪价格维持在高位运行。在抓

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落实民生“菜篮子”工程的要求下，全国上下积极落实各项生猪养殖扶持政策，保障供给；与此同时受

生猪价格高涨、国内猪瘟疫情有所控制的情况下，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得到有效提升，生猪产能触底回升，生猪和能繁母猪

存栏双双保持恢复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年生猪出栏52,704万头，比上年下降3.2%，猪肉产量4,113万吨，

比上年下降3.3%；2020年末生猪存栏40,650万头，比上年末增长31.0%。随着生猪存栏量的恢复，饲料需求量增加，据中国

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0年全国猪饲料产量8,922.5万吨，同比增长16.4%，达到2018年历史最高产量的86%。 

（二）2020年度公司经营业绩  

     2020年，公司在确保全体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地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保障供给。面对高度景气

的生猪养殖业，公司抓住行业机遇，加快产业布局，提出了“防、抢、降、奖、罚”经营方针。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五年（2020-2024

年）发展战略规划》，确立了以生猪养殖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积极拓展养殖用地资源、加快推进新建项目和旧猪场的改

扩建项目进度，并通过“行动学习计划”实施降本增效措施和建立富有挑战性的奖、罚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效益。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924.14万元，同比增长69.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24.93万元，同比下降5.89%。 

饲料业务：2020年饲料行业实行全面性“禁抗”，饲料企业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加强研发与服务，研发生产出饲

喂效果突出、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的无抗饲料产品，是饲料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成果积累建立了成熟

的“无抗”技术体系。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发布无抗饲料指南，逐步推进无抗饲料转换，同时创

新营销模式，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实施降本增效措施，加强应收账款回收等，2020年公司实现饲料销售62.98万吨（包括内

部销售17.28万吨），同比增长5.18%；实现饲料销售收入156,117.78万元，同比增长12.34%。 

养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养殖业务以生物安全为底线，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抓住机遇，保障生猪出栏节奏，

加快在建生猪养殖项目的建设进度，与此同时进一步提升生猪育种能力，储备后备母猪。随着生猪养殖项目的建成投产，产

能逐步释放，生猪出栏量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生猪销售80.36万头（包括托管销售4.37万头），同比增长104.11%，其中

商品猪销量30.91万头，种猪销量9.36万头，仔猪销量40.09万头，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8.66%、103.89%、359.29%。2020年

公司实现生猪销售收入216,998.89万元，同比增长198.61%。 

动保兽药业务：动保业务2020年持续优化产品工艺并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积极扩张市场。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的影响，

经营业绩未达预期；下半年随着疫情的控制和生猪存栏量的逐渐提升，销售逐步回暖。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0,540.50万元，

同比增长8.83%，净利润2,475.56万元，同比增长24.01%。 

电信增值业务：受计费政策调整、运营商业务转型等影响，导致上下游需求减弱，2020年实现收入4,864.55万元，同比

减少35.24%，净利润-2,078.46万元，同比下降137.42%。其中对报告期利润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计费板块因版权业

务管理不善，在报告期末对版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减值2,933.59万元；另一方面，

因对大额客户授信审批管控不严及未对长账龄应收账款采取明显有效的催收措施，导致报告期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213.46

万元。近年来公司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从传统运营商计费业务向多元化电信增值业务、智慧+综合解决方案和创新服

务等方向发展，以期实现业务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五年（2020-2024年）发展战略规划》，面对景气的生猪养殖业，抓住行业机遇，加快产业布局。

在生猪养殖项目建设方面，一方面加强对原有养殖场的改造升级及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以提升产能；另一方面公司加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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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兴优百特项目”、“武江优百特项目”、“韶关金新农项目”、“南平养殖小区项目”及多个“轻资产”项目的建设。同时，在国

家陆续出台多项生猪稳产保供政策之下，积极与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政府、广东汕尾市陆河县政府、江西抚州市东乡区政府、

广东韶关市曲江区政府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华中、华南、华东多个地区加强养殖项目土地储备，促进战略目标达成，为

公司《2020—2024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公司正在运营的养殖公司生猪产能约为180万头，在建

或正在筹建的生猪产能约为360万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猪用配合料 1,004,423,402.20 102,982,513.77 10.25% -4.43% -15.33% -1.32% 

生猪 2,169,988,893.66 822,842,861.02 37.92% 198.61% 284.06% 8.4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924.14万元，同比增长69.55%，营业成本291,680.23万元，同比增长58.58%，主要系公

司报告期内生猪销售量及销售收入增加，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生猪销售80.36万头（包括托管销售4.37万头），同比增长

104.11%，实现生猪销售收入216,998.89万元，同比增长1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24.93万元，同比下降5.89%，影响因素有以下几点： 

1.公司饲料、动保业务平稳发展。养殖业务受疫情影响，2020年生猪价格高位运行，公司实现养殖业务营业毛利润

82,284.29 万元，同比增长284.06% 

2.2020年公司子公司盈华讯方原有业务受多重因素影响，业绩出现大幅下滑，新业务扩展不达预期，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对其计提商誉减值20,918.67万元； 

3.2020年公司四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3,262.87万元，同比增长54.3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展需要，人员增加，薪酬费用增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费用计提、公司同比合并范围增加及银

行借贷规模扩大使得利息费用增加。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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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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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

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43,438,059.16 -43,185,014.36 253,044.80 

合同负债  44,316,501.33 44,316,501.33 

其他流动负债 11,381,477.67 1,996,880.39 13,378,358.06 

递延收益 32,298,929.60 -3,128,367.36 29,170,562.24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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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有86家，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的附注九“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公司本年度

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1家，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的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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