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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2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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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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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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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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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电话 07662292926 07662292926 

电子信箱 dsh@wens.com.cn dsh@we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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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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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6,993,316.92 25,123,515,277.80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7,334,013.54 1,810,210,513.73 -4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79,002,869.77 1,657,694,735.41 -4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164,708.53 437,426,956.55 -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87 0.3468 -5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56 0.3468 -4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6.09%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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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23,265,302.75 49,039,585,688.19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718,597,173.71 32,616,514,658.73 -2.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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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鹏程 境内自然人 4.08% 216,716,982 162,537,736 质押 10,526,316 

严居然 境内自然人 2.80% 148,966,882 111,835,161   

梁焕珍 境内自然人 2.69% 142,839,961 127,232,640   

温均生 境内自然人 2.63% 139,824,250 123,383,520   

黎沃灿 境内自然人 2.49% 132,106,089 99,189,567   

温小琼 境内自然人 2.43% 129,239,380 115,200,000   

温志芬 境内自然人 2.38% 126,208,835 111,844,800   

黄伯昌 境内自然人 2.05% 108,775,999 81,581,999   

严居能 境内自然人 2.00% 106,364,473 79,883,355   

温木桓 境内自然人 1.98% 105,409,8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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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居然、

严居能为兄弟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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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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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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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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7 温氏 01 112506 
2017 年 03 月 20

日 

2022 年 03 月 20

日 
50,000 4.60%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17 温氏 02 112539 
2017 年 07 月 04

日 

2022 年 07 月 04

日 
200,000 4.87%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2.15% 31.95% 0.2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89 87.7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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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以“顺势而为，保持高质量增长，努力实现新突破”为年度工作主线。以开展降本增效、推动转

型升级为切入点，推进各项业务有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17亿元，同比上升 0.7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7亿元，同比下降 49.32%，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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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养猪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商品肉猪销量同比增长 15.44%，但由于 3－6月份国内生猪市场

行情整体持续低迷，销售价格下跌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整个行业出现亏损。公司养猪业务也受到影响，公司的商品肉

猪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4.06%，养猪业务经营业绩同比由盈利转为亏损。 

    2）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摊销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并结合市场行情和公司实际业务计提

了存货跌价准备，合计影响利润 14,545.10万元。 

    3）虽然国内生猪市场行情低迷，但是报告期内家禽市场行情回暖，公司商品肉鸡及肉鸭销售均价同比分别上涨 58.16%、

88.09%，公司养禽业务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盈利，弥补了养猪业务亏损。 

 综上所述，公司 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报告期内未出现重大疫病流行且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公布重大动物疫情。 

 （3）报告期内未发生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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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将养

户家庭农场无息借款坏账损失会计估计方法进行变更，详见公司 2018 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7）。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属于重要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8

年上半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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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公司有 10家控股公司，其中 9家为新设立的公司，1家为股权收购并入的公

司；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 2家公司，其中 2家控股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具体情况见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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