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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4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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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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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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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296,85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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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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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662292613 07662292613 

电话 07662292926 0766229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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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肉鸡、肉猪的养殖和销售；其他养殖和销售业务为奶牛、肉鸭、蛋鸡、深海鱼、肉

羊、肉鸽等；配套业务为食品加工、现代农牧装备制造、兽药生产、生鲜食品流通连锁经营。 

主要产品为商品肉鸡和商品肉猪；其他养殖产品为肉鸭、鸡蛋、深海鱼、肉羊和肉鸽等；配套业务产

品为原奶及乳制品、生鲜类产品、肉制品加工产品、农牧设备和兽药。 

商品肉鸡、肉鸭、鸡蛋、肉鸽、深海鱼和乳制品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批发商、终端零售商；商品肉猪、

肉羊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批发商、肉联厂；原奶的主要客户群体为乳制品加工企业；农牧设备和兽药的主要

客户群体为各养殖企业，包括公司下属各养殖分、子公司和同行业各养殖公司；生鲜类产品主要客户为连

锁门店、机关及团体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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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59,355,237,219.15 48,237,369,754.91 23.05% 38,723,069,75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89,879,274.56 6,205,366,551.21 89.99% 2,688,944,84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33,706,375.33 6,122,377,007.88 93.29% 2,488,501,83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52,743,719.86 9,303,222,839.61 57.50% 4,646,799,15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7101 1.4264 89.99% 0.6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7101 1.4264 89.99% 0.61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8% 34.95% 8.53% 19.4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1,438,151,161.51 32,734,965,600.12 26.59% 27,685,921,5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460,892,904.63 22,264,058,786.36 36.82% 15,023,859,896.04 

其他说明：2015 年 11 月，公司完成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便于投资者作

同口径对比分析，本报告 2014 年财务数据包含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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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6,242,055.35 14,903,209,777.53 15,284,997,988.35 15,710,787,39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2,335,709.27 4,134,274,733.31 3,607,403,546.52 955,865,28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5,128,946.82 4,095,449,194.51 3,619,200,056.93 1,023,928,1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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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6,126,824.95 5,457,224,344.46 3,660,845,871.89 3,218,546,6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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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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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97,485 135,448,114   

严居然 境内自然人 2.85% 123,772,402 92,829,302   

梁焕珍 境内自然人 2.74% 119,033,301 115,781,776   

温均生 境内自然人 2.68% 116,520,208 102,819,600 质押 11,500,000 

黎沃灿 境内自然人 2.52% 109,721,741 85,277,783 质押 6,090,135 

温小琼 境内自然人 2.48% 107,699,483 96,000,000   

温志芬 境内自然人 2.40% 104,523,129 93,204,000   

黄伯昌 境内自然人 2.08% 90,646,666 67,985,000   

严居能 境内自然人 2.03% 88,270,394 66,202,796   

温木桓 境内自然人 2.02% 87,84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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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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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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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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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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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加快发展养猪业，稳定发展养鸡业，完善配套业务”的总体发展思路，公

司紧跟时代发展节奏，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推行公司事业部制改革，提高了专业化管理水平；继

续签约立项新项目，业务区域布局进一步完善，发展后劲增强；有效落实环保治理措施，不断提升公司可

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35,523.72万元，同比增长23.05%；营业利润 1,250,130.92 万元，

同比增长86.01%；利润总额1,236,886.26 万元，同比增长84.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8,987.93 万元，同比增长89.99%。 

报告期内，公司养猪业、养禽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乳业、兽药、农牧设备和肉制品加工等业务发展势

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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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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43,113,574.73 12,331,675,964.78 38.05% 37.95% 151.21% 15.82% 

肉鸡类 18,592,640,843.37 376,595,621.11 11.01% 3.01% -77.82%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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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9%，主要的驱动因素有： 

1、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稳定增长，尤其是公司养猪业高效发展，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商品肉猪出栏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11.57%； 

2、国内生猪市场行情整体稳定，生猪价格全年处于高位运行，公司商品肉猪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

涨20.26%，养猪业务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提高； 

3、公司饲料原料采购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公司充分挖掘饲料营养技术潜力，加强生产技

术管理，有效降低成本。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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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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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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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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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9家控股公司，全部为本年度新设立的控股公司；本年

度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 4家控股公司，其中 2 家控股公司已注销，1 家控股公司吸收合并后已注

销，1 家控股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具体情况见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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