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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7-021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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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63,384,6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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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康生物 股票代码 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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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运江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

康企业大厦 1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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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991-6626101  

电子信箱 xj_gyj@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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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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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444,138,122.88 4,167,289,410.30 6.64% 4,236,368,25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541,388.03 245,793,190.35 59.70% 235,649,04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500,084.59 167,815,737.01 111.84% 188,873,28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051,716.97 512,185,756.96 -38.29% 501,496,18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7 51.85%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7 51.85%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2% 10.90% 4.92% 11.4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490,817,872.34 3,805,261,766.08 18.02% 3,811,348,56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28,995,914.63 2,351,949,250.11 11.78% 2,148,950,0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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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437,096.19 1,201,336,321.43 1,092,700,842.11 1,187,663,86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557,711.33 95,388,343.50 126,938,759.87 73,656,57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94,075.16 93,279,447.23 124,555,035.32 41,871,52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192,982.36 3,033,726.58 188,141,694.67 -58,316,6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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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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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9.47% 283,929,184 253,938,492   

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52% 159,153,329 0   

新疆天邦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0% 62,580,7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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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涛 境内自然人 4.48% 43,157,070 0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畜牧科学

院 

国有法人 3.03% 29,209,044 0   

新疆天达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9% 27,860,000 0 质押 9,9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6% 8,321,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0.62% 6,002,698 0   

沈丽华 境内自然人 0.62% 5,938,023 0   

泰康资产－交

通银行-泰康资

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优势精

选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0.58% 5,628,8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为

管理层持股的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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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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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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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44,413.8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64%，营业利润 38,729.7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1.1%，利润总额 42,619.1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254.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5,550.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84%，公司的经营绩效在 2016 年取得显著增长。 

2016 年度，公司饲料业务销售收入为 222,030.78 万元，同比下降 6.51%，饲料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 49.96%。全年饲料销售量为 91.21 万吨，同比增长 7.08%，其中猪饲料 29.74 万吨，同比增长 9.22%，

禽用饲料 41.88 万吨，同比增长 7.16 %，水产饲料 6.81 万吨，同比下降 7.35 %，反刍饲料 9.41 万吨，同

比增长 3.63 %，  

2016 年度，公司制药业务销售收入为 75,174.31 万元，同比下降 2.87%，制药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16.92%。全年动物疫苗销售量为 126,663 万头分（毫升），同比减少 17.93%，其中口蹄疫疫苗销量

76877 万毫升，同比减少 7%，小反刍兽疫疫苗销量 38770.48 万头份，同比减少 32%，猪蓝耳病疫苗销量

4415.5 万头份，同比减少 18%，猪瘟疫苗销量 213.835 万头份，同比减少 91%，牛布病疫苗销量 6386.005

万头份（毫升），同比增长 4% 。 

2016 年度，公司生猪养殖及食品加工业务销售收入为 71,136.65 万元，同比增长 38.75%，生猪养殖及

食品加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6.01%。全年共出栏生猪 30.915 万头，同比增长 27.44%，2016 年

末公司控股子公司母猪存栏 2.3295 万头，商品猪存栏 17.6144 万头。 

2016 年度，公司植物蛋白及油脂加工业务销售收入为 62,679.26 万元，同比增长 43.80%，植物蛋白及

油脂加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4.10%。 

2016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4.52%，同比增加了 2.7 百分点。其中制药业务毛利率为 57.56%，同

比下降了 0.96 个百分点；饲料业务毛利率为 13.58%，同比上升了 1.44 个百分点；生猪养殖及食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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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毛利率为 35.43 %，同比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植物蛋白及油脂加工业务毛利率为 6.29 %，同比上升 0.95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养殖业务主要采取自繁自养的模式，从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屠宰

加工均由公司完成，今后随着公司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将逐步扩大“公司+农户”的饲养模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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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未发生对公司业务造

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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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宰加工及肉制

品销售 
474,401,748.44 212,063,516.78 35.93% 24.41% 116.41% 15.28% 

生猪养殖 38,291,841.36 39,958,475.07 32.98% 216.44% 236.38% 1.96% 

饲料收入 2,374,866,862.74 301,495,579.02 13.58% -6.51% 4.62% 1.44% 

兽药收入 773,925,952.86 432,678,613.79 57.56% -2.87% -4.46% -0.96% 

农产品加工收入 435,878,196.07 39,428,341.66 6.29% 43.80% 69.38%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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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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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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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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河南天康宏展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70%的股权，投资设立河南天康黄志农牧有限

公司，占有 85%股权，投资设立新疆天康饲料有限公司，占有 100%股权，投资设立了沈阳天康瑞孚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占有 50%股权，以上公司在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焰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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