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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9 年度，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

真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各

项业务发展。现将董事会工作汇报如下： 

第一部分  2019 年度主要工作回顾 

一、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425.73万元，同比增长 3.84%；

实现营业利润 5,960.82 万元，同比下降 86.11%；实现利润总额

3,006.16 万元，同比下降 92.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03.83万元，同比下降 92.27%；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3,817.76万元，同比下降 167.05%。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4,257,304.12 1,121,254,823.29 3.84%  

营业成本 922,261,161.78 843,903,765.48 9.29%  

销售费用 29,293,001.47 33,998,484.13 -13.84%  

管理费用 214,699,220.31 216,979,434.67 -1.05%  

财务费用 35,224,514.20 21,927,797.69 60.64% 本期借款利息费用增加 

所得税费用 -878,322.74 34,404,802.89 -102.55%  

研发投入 5,319,793.81 4,816,602.14 1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77,645.31 56,937,367.48 -167.05% 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977,438.85 -379,811,696.19 -50.51% 本期支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51,058.00 14,806,577.46 558.84% 本期借款金额增多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604,026.16 -308,067,751.25 -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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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公司发展变革的关键之年，自 2018年 8月非洲猪瘟疫

情以来，由于疫病快速蔓延，并且缺少有效防疫措施，全国生猪产能

急剧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生猪存栏量从 2018年的

42,817万头下降到 2019年 12月的 31,041万头，降幅高达 27.50%，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从 3145万头急剧下降，截至 2019 年 12月存栏

量仅剩 2,045万头，降幅高达 31.56%。生猪供应持续紧张，进而带

动猪价上涨，让公司迎来了行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面对复杂而充满

挑战的经营环境，公司需要把握生猪产业发展的黄金周期和本轮商品

猪市场价格上升的良好趋势，加大布局、扩大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2019年度，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四大业务板块：大农业、冷链

业务、房地产业务和教育业务。其中大农业板块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和

主要收入利润来源，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大农业 

（1）生猪养殖 

公司大农业板块涉及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业务，其中，生猪养殖

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商品猪、仔猪、种猪；屠宰加工业务的主要产品

为：热鲜猪肉、冷鲜猪肉、冷冻猪肉等。从需求端来看，我国近年的

年猪肉消费量基本稳定在 5,400万吨左右（2019年非洲猪瘟除外）。

虽然存在牛羊肉、水产品等替代品的消费升级趋势，但猪肉依旧是我

国动物蛋白摄入需求的第一大来源。 

目前我国的生猪饲养在规模特征上体现为中小规模养殖比例仍

然较大，规模化养殖程度比较低，而中小规模养殖模式在养殖成本、

养殖效率以及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能力方面均不具备优势。非洲猪

瘟以来，行业产能下滑严重，政府部门密切关注，生猪养殖帮扶政策

有明显的规模场偏向生猪养殖，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发展速度十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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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2019年 9月，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生猪产业转型

升级保障市场供应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和市场供

应，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强化政策

措施保障等，对规模养猪场加大了支持力度。公司近年来专注于大规

模一体化的现代养殖模式，未来将继续扩大生猪的养殖规模，提升生

猪养殖效率。 

由于非洲猪瘟疫情持续严峻，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全面系统性地

提升生物安全硬件基础设施的改造，强化物品、人员的管理，加大生

物安全防控成本的投入，同时，公司加快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内部更新，

进行了相关的生物淘汰和生物处置，实现了非洲猪瘟疫情的可防可

控，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养殖效率。2019年公司共销售生猪

19.51万头，同比下降 24.96%，受益于国内猪肉价格持续走高，生猪

业务实现全年盈利。 

（2）屠宰加工 

    模化屠宰、定点屠宰和私屠滥宰是国内屠宰行业的三种主要形

式，其中定点屠宰和规模屠宰在检疫标准、环保治理等方面受到国家

标准的法规限制，因此相对于小型和私屠企业，其屠宰成本较高。且

大规模屠宰企业产品结构以冷鲜肉和冷冻肉为主，其高溢价难以通过

传统渠道进行兑现，成本端承压拖累利润，大型屠宰企业头均利润低

于小型和私屠企业。 

随着非洲猪瘟的爆发，各地一度禁止生猪跨省调运，虽然目前适

度放宽了调运政策，但国家对活猪调运的要求仍然非常严格，现阶段

我国传统的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现在正发生严重的分离。2018年非

洲猪瘟爆发促使屠宰加工行业政策再度加码，为应对非洲猪瘟，国家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长距离生猪调运被限制，原本一体化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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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被分割为区域性市场，通过就地屠宰、冷链运输到达主销区，或将

成为屠宰行业新的趋势。 

2、冷链业务 

冷链物流行业的下游应用主要包括农产品冷链物流、药品冷链物

流以及化工冷链物流等，其中农产品冷链物流市场占比最大，接近

90%。公司目前已基本建成海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冷链物流园，园区

位于海口市核心地带，配套设施完备。冷链业务是集仓储、加工、交

易、配送、产业服务、产品展示、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第三方物流交易

配送中心。充分发挥其位于海口市核心地带的交通优势，依托冷链物

流园多座现代化的多温层食品仓库，以农产品为重点业务领域，打造

全程冷链供应链服务品牌。公司在冷链物流、城市冷链配送和质量管

理等方面已初具较强的第三方管理能力，冷链业务亦成为公司重要的

战略发展布局之一，正在形成自己的经营特色。 

3、房地产业务 

近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依然呈现从紧的特点，即：需求端注重

强化监管，坚决遏制投机炒房；供给端则通过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等举

措增加有效供给。在持续从严调控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逐

渐趋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近五年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保持在 10%以下，预计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放缓。 

房地产业务是公司报告期内投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房地

产业务基于存量土地开发，产品以住宅为主。房地产业务服务于公司

整体战略，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互补和平衡。但受宏观政策对地产行

业的消极影响及资本市场整体对地产行业消极预期的双重压力，公司

经营管理层积极推动战略转型，拟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范围内，制定、实施资产处置方案，逐步将房地产业务 100%转让

给公司控股股东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房地产业务板块的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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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涉及房地产业务。剥离房地产业务将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集中精力和资金聚焦主业，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4、教育业务 

公司教育板块由海口景山学校、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高职院

后勤实业有限公司组成。海口景山学校以开展基础教育为主，是集学

前班、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海南

职业技术学院以开展专科职业教育为主，目前已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

设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也是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示范性高职 

建设院校。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始终以追求高水平教学质量为出

发点，持续推进学校形象建设与后勤管理，不断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与办学实力。两校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招生人数均有较大增长。 

（二）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1、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业

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164,257,304.12 100% 1,121,254,823.29 100% 3.84% 

分行业 

畜牧养殖及屠

宰加工 
731,350,803.10 62.82% 494,046,526.86 44.06% 48.03% 

冷链物流 104,715,091.52 8.99% 71,767,073.86 6.40% 45.91% 

教育业 178,512,347.43 15.33% 158,621,332.06 14.15% 12.54% 

房地产业 128,628,282.15 11.05% 385,489,182.95 34.38% -66.63% 

其他 21,050,779.92 1.81% 11,330,707.56 1.01% 85.79% 

分产品 

生猪 266,716,072.57 22.91% 318,590,680.26 28.41% -16.28% 

肉制品 421,094,033.25 36.17% 123,313,505.83 11.00% 241.48% 

冷链物流服务 98,752,370.32 8.48% 64,879,403.13 5.79% 52.21% 

教育 178,512,347.43 15.33% 158,621,332.06 14.15% 12.54% 

商品房 123,365,720.61 10.60% 380,788,147.35 33.96% -67.60% 

其他 75,816,759.94 6.51% 75,061,754.66 6.6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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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 

海南地区 1,034,344,504.12 88.84% 866,611,517.29 77.29% 19.36% 

华南区 114,624,500.00 9.85% 204,551,511.44 18.24% -43.96% 

华中区 4,768,900.00 0.41% 23,044,067.89 2.06% -79.31% 

其他地区 10,519,400.00 0.90% 27,047,726.67 2.41% -61.11% 

 

二、2019年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情况 

1、加强信息披露和内幕信息管理 

2019年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推

动信息披露部门的有效运作，完善了信息披露机制，保证信息披露质

量，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登记和报备内幕信息

知情人，同时通过定期提醒，持续增强相关人员保密意识，控制内幕

信息知情人范围及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确保公司未发生内幕信

息泄露事件或内幕交易行为。报告期内，未发现有内幕信息知情人违

规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019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不断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努力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升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公司治理情况与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

件无差异。公司重视内部控制建设体系项目的建立健全工作，自觉地

持续深入开展治理活动，及时发现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原因积极整改，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切实保

障全体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正常有

序运行，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做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3、切实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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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2019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了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2019年度公司准确、及时

地答复投资者热线、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提

问。让投资者更加便捷、及时的了解公司情况，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

资本市场形象。 

  三、2019 年董事会日常工作 

（一）2019年度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公司共召开 7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 28项，所有会议

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重大事项涉

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融资授信担保、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和聘任

高管等，各项议案科学决策，符合公司实际发展。董事会同时也积极

发挥各专业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专业委员会委员积极献计献策。独立

董事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共 13 次。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9年，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权，

认真贯彻执行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和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三）信息披露 

2019年公司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2019年公司共披露了 59份临时公告、4份定期报

告。对公司经营情况、关联交易、融资授信担保和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等事项均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投资者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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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公司通过多种渠道继续深化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

通过投资者电话、投资者邮箱、投资者互动平台等多种渠道加强与投

资者的联系和沟通，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心的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

展战略、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问题，认真、及时回复投资者每一个

提问，向投资者真实、准确、完整地传递公司价值信息。合法合规召

开股东大会，为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必

要条件，保护每一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部分  2020年主要工作任务 

展望 2020年，公司将长期的发展战略围绕“生猪产业重回养殖

行业第一梯队”和“肉类业务成为区域性龙头企业”，重点打造以大

农业为核心板块的主营业务。公司将积极把握生猪产业战略发展机

遇，以长期战略规划为指导，与各板块责任人签订了《2020年年度

目标责任书》，并坚持“以经营为导向的三化体系”，确保高质量完

成年度经营目标，推动公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加速推进生猪产业拓展项目的落地，打造项目标杆并实现规模化

复制，聚焦公司以“大农业板块”为核心的核心业务，确立有良好盈

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业务板块，逐步优化和处置非核心业务，一方面

减少对公司资源的消耗并回收现金，另一方面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

产盈利能力和运行效率。 

二、优化公司组织架构 

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和业务区域的扩展，公司将进一步优化

治理结构。通过发挥事业部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合理调配人员岗能，

加强人员培训和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

了解企业发展的变化和趋势，增强自身能力以适应变化，从而建立良

好的工作氛围，促进公司业务高质量发展，提升业绩贡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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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大规模一体化养殖战略 

大规模一体化养殖可以实现集约化经营，并且可以利用资金、技

术优势，提高养殖规模。因此，大规模一体化养殖是我国畜牧业走向

国际先进畜牧产业化的必由之路。为顺应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的趋势，

公司将实施大规模一体化的战略，不断提高生猪、猪肉食品安全标准

和品质，让更多中国人吃上符合高食品安全标准和高品质的猪肉。 

四、完善标准化生产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对公司管理体制方面能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公司深入研究并聘请专业的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公司进一

步完善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水平，降低管理风险。公司高度重视标准

化、流程化、信息化的三化管理体系，全年以绩效为导向，切实完善

流程，理顺机制，共同推进公司发展。公司将学习、吸收国际标准的

养殖工艺和先进的管理办法，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生产各环节的品质

控制，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的经营模式，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保证食品安全的目的。 

五、落实人才发展规划 

公司将在新的长期战略目标指引下制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规划，

强化核心人才管理，拓宽人才晋升激励机制，保持公司人才队伍稳定。

进一步加大核心人才引进力度，科学制定人才需求及招聘计划，建立

企业人才储备信息科，逐步形成完整、合理、科学、有效的人才层次，

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原动力。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