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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6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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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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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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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新民 唐文涛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空港路南）益生

路 1 号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空港路南）益生

路 1 号 

电话 0535-2119030 0535-2119065 

电子信箱 gongxinmin@163.com twt11@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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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2,062,554.73 313,119,734.06 6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99,430.01 -120,180,987.42 12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1,386,948.24 -139,916,965.73 1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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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51,165.50 -82,403,052.13 11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 -0.36 1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 -0.36 1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8.47%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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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013,427.21 2,144,391,505.23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2,579,216.58 1,212,443,856.0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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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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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积生 境内自然人 46.32% 156,267,009 119,255,307 质押 136,717,621 

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 17,316,018 17,316,018   

迟汉东 境内自然人 3.11% 10,476,605 7,857,454 质押 2,5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9% 6,053,669 0   

耿培梁 境内自然人 1.50% 5,064,809 3,800,107 质押 1,250,0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41% 4,763,219 0 质押 4,760,000 

北京富国通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4,329,005 4,329,005   

#纪桂兰 境内自然人 1.00% 3,377,500 0   

#柳炳兰 境内自然人 0.97% 3,263,900 0   

李秀国 境内自然人 0.92% 3,100,1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迟汉东先生与李玲女士为夫妻关系。耿培梁先生与柳炳兰女士为夫妻

关系。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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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纪桂兰女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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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5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3,377,500 股。2、公司股东柳炳兰女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63,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63,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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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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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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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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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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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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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目前，白羽肉鸡产业大周期趋势向上，景气度已经恢复。首先，从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数量上来看，由于国外主要供种

国陆续发生禽流感和国内封关政策的影响，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更新）量在15-17年（17年下半年包含公司更新的祖代肉

种鸡）已经连续三年低于75万套。根据目前的引种趋势，引种（更新）数量远低于需求数量。其次，报告期内，由于多年来

祖代白羽肉种鸡引种量的减少，加之之前数年累积的种鸡产能逐步淘汰，以及种鸡换羽后造成的生产性能及健康水平下降日

趋凸显，强制换羽明显减少等等因素的影响，父母代白羽肉鸡的存栏趋势性下滑，存栏量减幅较大，造成商品代白羽肉鸡饲

养量及鸡肉供给量的下降，促使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触底反弹。再次，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的改变，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鸡肉消费都呈现强势增长，以鸡肉为代表的白肉消费正逐年递增，不断扩大的市场也让中国肉鸡产业有更广阔的

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主要表现为鸡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毛鸡涨价，雏鸡价格随之上涨，种鸡价格随之上涨。第四，环保政

策发生较大变化，更有利于规模化企业的发展，为行业的集约化发展奠定政策基础，在供给端保证了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在目前市场祖代白羽肉种鸡紧缺的情况下，公司由于曾祖代的引进确保了自用祖代鸡的供应，并严格执行自养祖代肉种

鸡和父母代肉种鸡不换羽程序，确保种源的净化和健康，使得产品供应量及质量得到双保障，对公司的主营产品父母代肉种

鸡雏鸡和商品代肉雏鸡供应出现较大利好。同时，消费需求回升，白羽肉鸡产业盈利水平提升，行业回归正常轨道，公司的

生产经营状况也有极大改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领导公司全体员工，努力克服不利因素（诸如季节、节日、天气、安全、

中美贸易摩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适应市场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推动白羽肉鸡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公司经营养殖模式的具体内容及模式变化情况 

A、公司的经营模式及变化情况 

公司专注于畜禽良种的引进、饲养、繁育和推广，主营业务包括祖代种鸡的引进与饲养、父母代肉种鸡雏鸡的生产与销

售、父母代蛋种鸡雏鸡的生产与销售及商品代肉鸡雏鸡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是农业化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我国繁育祖代白羽肉种鸡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企业，凭借公司多年积累的

技术与研发优势、品牌与质量优势、区位优势等竞争优势，通过大规模专业化养殖、繁育和推广，以服务营销的意识，向市

场供应优良的父母代肉种鸡雏鸡、父母代蛋种鸡雏鸡和商品代肉鸡雏鸡。目前，公司的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情况。 

 

B、采购模式 

a、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采购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经常性采购品种主要是祖代种鸡，公司根据年度生产计划统一进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对外采购。目

前，公司与国外主要祖代种鸡育种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b、原材料采购 

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包括玉米、豆粕、饲料添加剂及辅料和包装物等等。为降低采购成本，公司原材料采用“集中采购”

模式，原材料采购工作由采购部对外执行，采购部由分管总裁直接管理。数量较大的原材料由采购部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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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向粮食种植户直接采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公司每年对供应商进行信誉评估，以确保原材料供货质量。 

C、生产模式 

a、曾祖代白羽肉种鸡（哈伯德）落户益生股份 

2016年11月起，公司从法国哈伯德公司开始进口哈伯德曾祖代白羽肉种鸡。引进曾祖代白羽肉种鸡，在国内繁育祖代鸡，

一是改写了中国白羽肉鸡种源受限于国外育种公司的格局。二是降低了因封关而造成种源中断或严重短缺的风险。三是我国

减少进口种鸡的批次，既可以防止外来疾病的入侵，又可以保护我国家禽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目前，益生股份已开始提供

自产祖代肉种鸡雏鸡。 

b、祖代肉种鸡的业务流程 

公司目前生产父母代肉种鸡雏鸡所用的祖代肉种鸡，既包含从国外采购的祖代肉种鸡，也包括自产的祖代肉种鸡。公司

将一日龄的祖代肉种鸡雏鸡，送入祖代肉种鸡育雏育成场进行饲养。经过育雏期、育成期，进入产蛋期。在产蛋期生产的合

格种蛋送入孵化场进行孵化，在21天雏鸡出壳完毕后，进行种鸡的鉴别，然后进行免疫、断喙和断趾等一系列技术操作，形

成合格的父母代肉种鸡雏鸡。父母代肉种鸡雏鸡除少部分供给益生股份（含子公司）的父母代肉种鸡场使用外，主要出售给

下游的父母代肉种鸡饲养企业，用于繁殖商品肉鸡雏鸡。 

c、祖代蛋种鸡的业务流程 

公司从国外进口一日龄的祖代蛋种鸡雏鸡，进入祖代蛋种鸡育雏育成场进行饲养。经过育雏期、育成期，进入产蛋期。

在产蛋期生产的合格种蛋送入孵化场进行孵化，在21天雏鸡出壳完毕后，进行种鸡的鉴别，然后进行免疫、断喙和断趾等一

系列技术操作，形成合格的父母代蛋种雏鸡。父母代蛋种鸡全部出售给下游父母代蛋种鸡饲养企业用于繁殖商品蛋鸡雏鸡。 

d、父母代肉种鸡的业务流程 

从公司接收的一日龄父母代肉种雏鸡，进入父母代肉种鸡场进行饲养。经过育雏期、育成期，进入产蛋期。在产蛋期生

产的合格种蛋送入孵化场进行孵化，在21天雏鸡出壳完毕后，进行雏鸡的挑选，选择健康雏鸡为合格的商品代肉鸡雏鸡。商

品肉雏鸡出售给商品肉鸡场和饲养户，养成的商品肉鸡进入屠宰场宰杀加工，成为市场上的鸡肉消费品。 

e、原种猪、二元猪、商品猪的业务流程 

公司的原种猪一场是国家级核心育种场之一，从法国等国引进种猪，与法国公司实行联合育种，保持遗传进展与国际同

步。原种猪场按育种计划，以品系繁育为主，进行种猪的生产繁育。种猪繁育工艺以性能测定、后备猪培育及严格选育各代

种猪来确保种猪质量。二元猪、商品猪繁育工艺与种猪繁育工艺雷同。 

原种猪、二元猪、商品猪的生产繁育模式为：核心群→原种猪→二元猪→商品猪。 

f、乳品业务流程 

乳品业务流程分为两部分，山东荷斯坦引进饲养优质高产的荷斯坦奶牛，采用先进的饲养管理方式，繁育优秀奶牛良种，

生产高品质牛奶；益生源乳业以优质原奶为原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加工生产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等产品，销售给大众

消费者。 

g、SPF鸡的业务流程 

从美国GEEP公司引种SPF（无特定病原）纯系/父母代种蛋，彻底消毒后进入万级正压通风屏障环境，在其中的孵化厅

孵化，出雏后按谱系进行鉴别，健母雏留用。经过育雏期、育成期，进入产蛋期。挑选蛋重合格、蛋形蛋壳质量优秀的SPF

蛋，销售至疫苗生产厂家及科研院所。 

h、有机肥的业务流程 

在种鸡场将种鸡每天产出的鸡粪添加稻壳和活性生物菌剂进行无害化处理，在鸡场陈化后转运至有机肥厂。经过晾晒、

调配、检验后装包成为合格的有机肥料。有机肥出售给种植户，种植出优质的瓜果蔬菜供应市场。 

D、主要产品销售模式 

父母代种鸡雏鸡和商品代肉鸡雏鸡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 

父母代种鸡雏鸡的市场容量较大，客户具备一定的规模和集中度，其对产品质量和配套服务有较高的要求。公司在父母

代种鸡雏鸡销售方面以直销为主，父母代种鸡雏鸡直接面对客户，销售给下游的法人客户和个人养殖户，并由技术服务部为

父母代种鸡产品销售提供配套服务。 

商品代肉鸡雏鸡的最终用户包括法人客户和个人养殖户，产品销售采用直销与经销商销售相结合的方式。除了直销方式

外，由于商品代肉鸡雏鸡用户中个人饲养户数量多、地域分散，公司在不同销售区域选择在当地市场具备较强客户资源和资

金实力的经销商，充分利用经销商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影响力开拓并维护市场，有效节约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经营效率。 

E、技术和研发情况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公司在祖代肉种鸡笼养、选育、人工授精、疫病净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公司父母代种鸡

雏鸡母源抗体水平及均匀度、育雏肓成的成活率、产蛋率及种蛋合格率、受精率、孵化率、健雏率等指标多年来均稳定于较

高水平，公司生产的父母代种鸡具有均匀度高、成活率高、生产性能好等优点，深受广大客户认可。种鸡饲养管理技术水平

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主要体现在种鸡规模养殖技术、生产设备、生产指标、产品质量等方面。公司应用的种鸡规

模饲养中的几大关键技术，如大规模祖代肉种鸡笼养人工授精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育雏育成期体重控制技术、饲料配

方的研究应用、养殖技术、疫病防治与净化、饲养环境控制等在国内同行业中保持着领先水平，环境全自动控制系统、负压

控制自动通风系统、中央空调式鸡舍加温系统、夏天的水帘自动降温及自动卷帘系统、鸡舍热回收装置的研发生产与运用、

季节交换时的纵向与横向通风模式、饲料生产与污水处理等技术水平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建立了涵盖疾病、营养、育种、粪污无害化处理、曾祖代白羽肉鸡的饲养选育、SPF种源研究、数据汇集处理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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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能性研发部门，为公司配套了全面的技术体系，快速提升了公司不同品种的技术研究、积累与推广。公司继续将种源垂

直传播性疾病的净化与控制作为研发重点，对日常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与监控，雏鸡质量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支原体的净

化与防控等进行研发投入，保证公司生物安全和维持产品质量稳定，同时所有的研发成果进行推广应用，为公司的广大客户

提供更有利的技术支撑，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 

随着市场的变化，客户结构的变化，对雏鸡质量和饲养管理细节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致力于通过技术会议、兽医/营

养/孵化专家服务、现场跟鸡育雏、种鸡饲养关键点回访等多种方式，做好哈伯德与伊莎的品牌推广，把益生股份的先进饲

养方法、管理理念和配套技术传递给客户，使客户提高生产成绩，让其对公司的产品品种、品牌产生信赖，促进公司与客户

之间的良好合作。 

（2）报告期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A、报告期，不存在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重大疫病情况。 

B、报告期，不存在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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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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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积生 

2018 年 0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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