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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6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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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仍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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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25,247,3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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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温氏股份 股票代码 30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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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锦方 梁伟全 

办公地址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传真 07662292613 07662292613 

电话 07662292926 07662292926 

电子信箱 dsh@wens.com.cn dsh@we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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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变化。坚持以肉鸡、肉猪的养殖和销售为主要业务，以奶牛、肉鸭

养殖等其他养殖业务为辅，以食品加工、现代农牧装备、兽药生产为配套业务。主要产品为商品肉猪和商

品肉鸡，其他产品有原奶、肉鸭、兽药等。 

2015 年，公司销售商品肉鸡 7.44 亿只，商品肉猪 1,535.06 万头，实现主要业务营业收入 4,820,467.60

万元，其他业务营业收入 3,269.38 万元，实现净利润 663,647.69 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0,536.66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然以紧密型“公司+农户（或家庭农场）”为

核心的“温氏模式”开展肉鸡和肉猪养殖业务。在此模式下，公司与农户以委托养殖方式合作，根据产业流

程管理要求进行合理分工，在商品肉鸡及商品肉猪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农户负责饲养

管理环节，公司负责种苗生产、饲料生产、药物生产和采购、技术服务、回收销售等环节。 

3、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主要的驱动因素有四个方面： 

（1）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商品肉鸡和商品肉猪的出栏量实现同比稳步增长； 

（2）国内生猪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肉猪销售价格较上年有所上涨； 

（3）公司饲料原料采购价格有所下降； 

（4）公司加强生产技术管理，充分挖掘技术潜力，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二）报告期内行业发展特点 

1、肉猪养殖行业 

（1）肉猪供应量有所减少 

我国经历了 2013 年和 2014 年肉猪市场的周期性行情低迷，中小养殖场由于资金压力被迫退出养猪

行业；同时，新《环保法》的施行，没有达到环保要求的养殖场加速退出养殖业。据中国农业部 4000 个

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显示，2014-2015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持续下降导

致报告期内市场总体肉猪供应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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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 

 

（2）猪肉消费量增长平稳 

猪肉仍然是我国主要的肉类消费品种。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猪肉消费量为 5,716.9 万

吨，2015 年为 5,720 万吨，增长了 0.054%，猪肉消费量增长平稳。 

（3）猪肉价格有所上涨 

随着肉猪供给趋紧以及猪肉消费量平稳增长，猪肉价格从 2015 年 4 月份开始上涨，虽在 9 月份有所

回调，但到年底还处于相对高价区。据中国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年底国内猪肉集贸市场价格比年初上涨

了约 24%。 

近两年国内猪肉集贸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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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肉鸡养殖行业 

（1）供需有所增长 

2015 年，H7N9 事件的影响逐渐消退，生鲜鸡销售模式逐渐被消费者接受，肉鸡供需呈恢复性增长态

势。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鸡肉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1303 万吨和 1288 万吨，分别比 2014

年增长了 0.23%和 0.39%。 

（2）鸡肉价格有所下降 

虽肉鸡市场行情有所回暖，但全年供应量总体大于需求量，价格有所下降。据中国农业部统计数据显

示，2015 年上半年国内集贸市场鸡肉平均价格呈下跌趋势，虽然 8、9 月份有所回升，但全年鸡肉的平均

价格仍然低于 2014 年。 

近两年国内鸡肉集贸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 

3、饲料原材料价格走低 

2015 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 “十二连增”，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供应充足，大宗原料价格普遍下行；

同时，受养殖业景气度低迷的持续影响，饲料需求降低。国内的玉米、豆粕价格呈下降趋势。据中国农业

部统计数据显示，豆粕年底价格比年初价格下降了 16%左右，玉米价格上半年略有上涨，但从 8 份开始走

低，跌幅 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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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全国玉米、豆粕价格曲线 

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我国首批 151 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鸡养

殖企业、黄羽肉鸡产业化供应基地和国家肉鸡 HACCP 生产示范基地，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种猪育种

和肉猪养殖企业，为国家瘦肉型猪生产技术示范基地、无公害肉猪生产基地和国家瘦肉型猪良种工程示范

基地。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拥有 194 家控股公司、5.52 万

户合作农户，总资产达到 3,273,496.56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达到 2,226,405.88 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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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8,237,369,754.91 38,723,069,752.78 24.57% 36,014,322,02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05,366,551.21 2,688,944,845.37 130.77% 600,377,0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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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22,377,007.88 2,488,501,836.01 146.03% 249,850,72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3,222,839.61 4,646,799,154.07 100.21% 2,010,029,24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 0.74 131.08%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 0.74 131.08%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5% 19.47% 15.48% 4.1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2,734,965,600.12 27,685,921,518.59 18.24% 26,338,841,28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64,058,786.36 15,023,859,896.04 48.19% 12,722,347,580.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539,485,840.66 10,724,281,546.53 13,934,461,082.12 14,039,141,28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529,307.06 1,059,520,720.36 3,184,928,375.18 1,294,388,14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860,573.36 890,661,406.65 3,210,418,538.73 1,460,436,48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593,653.87 1,682,245,629.49 3,670,546,217.35 3,533,837,3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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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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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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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鹏程 境内自然人 4.15% 150,497,904 150,497,904   

严居然 境内自然人 2.85% 103,143,669 103,143,669   

梁焕珍 境内自然人 2.74% 99,194,417 99,194,417   

温均生 境内自然人 2.68% 97,100,173 97,100,173   

温小琼 境内自然人 2.48% 89,749,569 89,749,569   

温志芬 境内自然人 2.40% 87,102,608 87,102,608   

黎沃灿 境内自然人 2.25% 81,479,858 81,47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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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昌 境内自然人 2.08% 75,538,888 75,538,888   

严居能 境内自然人 2.03% 73,534,245 73,534,245   

温木桓 境内自然人 2.02% 73,201,304 65,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温鹏程、温均生、梁焕珍、温小琼、温志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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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经济环境及畜禽养殖行业环境概述 

 

1、经济环境 

2015 年，我国面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国际贸易增速降低，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震

荡加剧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调结构、去产能、换档调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政府创新宏观调控

方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制定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依法行政和治理方式创新。全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 67.7 万亿元，增长 6.9%，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保持较低水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去年同期实际增长 7.4%，人民生活进一步改

善。 

2、行业环境 

2015 年，我国畜牧业继续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稳步发展。全国全年肉类总产量 8625

万吨，比上年下降 1.0%。其中，猪肉产量 5487 万吨，下降 3.3%；牛肉产量 700 万吨，增长 1.6%；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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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441 万吨，增长 2.9%；禽肉产量 1826 万吨，增长 4.3%。生猪出栏 70825 万头，下降 3.7%。畜禽生

产规模化水平提高较快，散养户退出加快，新创建国家级示范场 410 家。 

肉猪行业一季度延续了去年低迷的市场行情，散户退出、中小型养殖场缩减规模，能繁母猪存栏量不

断下降。二季度开始生猪存栏低位影响逐渐显现，供应量减少使得生猪价格一路上涨，肉猪行情逐步好转，

下半年开始进入盈利周期，到年底生猪价处于高价区间。 

黄羽肉鸡行业在经历了 2014 年下半年的相对高价期后，2015 年进入震荡调整和下滑阶段，一月上旬、

三月、八月到九月处于相对高价的盈利区间，二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处于相对低价区，部分

时间出现亏损状态。 

2015 年饲料原料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养殖业饲料成本下降明显。下半年开始玉米等大宗饲料原料价

格开始下降，北方港口玉米价格从上半年的 2400 元/吨左右，下降到下半年的 2100 元/吨左右；豆粕价格

从上半年的 3000 元/吨左右下降到下半年的 2700 元/吨左右。 

（二）公司经营概述 

2015 年是公司实施“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围绕“加快发展养猪业，稳定发展养鸡业，完善相关产业

与配套业务”的总体思路，公司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强部门职能建设，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扎实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有效落实各项年度工作重点，取得了理想的生产成绩和经营效益，实现了公

司“四五”规划开门红。 

2015 年公司上市肉猪 1,535.06 万头、肉鸡 7.44 亿只、肉鸭 1,874.26 万只；实现总销售收入 482.37 亿

元，同比增长 24.57%。兽药、食品加工、农牧设备、海洋渔业等配套业务及相关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为公

司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公司现有合作农户 5.52 万户，全年合作农户获得养殖结算总毛利 61.19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好如下几方面的经营管理工作： 

1、加快公司养殖业主营业务发展，推动配套业务和相关产业稳步发展 

主力发展养猪业，加快区域布局，大力推动高效工厂化猪场建设。全年新增 4 个养猪一体化项目；新

开工 29 个猪场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能 300 多万头。稳步发展养鸡业，新增 1 家一体化养鸡公司，升级

改造 5 个种鸡场。 

推动奶牛养殖和乳制品加工业发展布局，新增 2 个奶牛场项目和 1 个乳品加工项目；农牧设备制造业

务实现高效运作，提升公司养殖业务装备水平；动保业务市场拓展顺利，禽用产品与猪用产品的市场份额

得到了提升，鸡球虫疫苗、马立克疫苗逐步推向国际市场；海洋渔业正迈出新步伐，在珠海和海南新增养

殖基地。 

2、优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继续完善主要业务的区域整合调整，推进专业化管理，加强公司内部区域的协调和统筹，提高运营效

率。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互联网+”的应用，提升管理效率。加强生产过程的检查监督，完善考核制度

和实行工作督办机制，促进工作落实到位。完善集中采购模式，保障原料质量和稳定供应，有效降低饲料

成本。大力开发合作家庭农场，推动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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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通过培训、会议及现场检查指导等方式，强化干部员工及家庭农场主的环保

意识和环保责任；加大环保投入，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保持环保竞争优势。加强养殖过程食品

安全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检查和问责机制，全面启用药残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信息监督，确保集团

畜禽食品安全上市。 

3、加大科研创新工作，确保公司发展优势 

扎实推进选育种工作，多元化杜洛克终端父本和天露黑鸡等优秀品种在公司内得到全面推广。利用仿

生技术、动物试验等手段，准确评估高粱、大麦在畜禽料中的营养价值及适宜添加水平，优化了饲料配方

结构，充分挖掘饲料营养技术潜力。开展疫情防控研究及成果应用，严格落实重大疫病防控措施，提高生

产成绩。 

2015 年，公司科研立项 250 项，其中获得省级科技奖励 7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50 项，获得广东省

专利金奖和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自主培育的“温氏青脚麻鸡 2 号”和“WS501 猪”2 个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

新品种审定，科研创新实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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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猪类 27,287,455,016.25 4,908,853,827.06 22.23% 46.15% 369.23% 12.27% 

肉鸡类 18,048,747,802.04 1,697,605,188.43 13.88% 5.39% -14.8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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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度相比增长

130.77%，主要的驱动因素有四个方面： 

1、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商品肉鸡和商品肉猪的出栏量实现同比稳步增长； 

2、国内生猪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肉猪销售价格较上年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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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饲料原料采购价格有所下降； 

4、公司加强生产技术管理，充分挖掘技术潜力，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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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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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公司包括28家控股公司，其中11家为本年度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主要是换股吸收合并增加的大华农及其控股公司，大华农于2015年10月吸并完成后已注销； 17家为本年

度新设立的控股公司，具体情况见“第十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之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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