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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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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463,4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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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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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股份 股票代码 00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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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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军 曹芳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电话 0377-65239559 0377-65239559 

电子信箱 myzqb@muyuanfoods.com myzqb@muyuanfood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为生猪的养殖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商品猪、仔猪和

种猪。 

2017年全年销售生猪723.74万头，其中商品猪524.32万头，仔猪193.82万头，种猪5.60万

头。实现营业收入100.42亿元，实现净利润23.66亿元。 

2、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采用大规模一体化的养殖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集科研、饲料加

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为一体的完整封闭式生猪产业链，目前是我国较大的

生猪养殖企业、生猪育种企业。 

公司自建饲料厂和研究营养配方，生产饲料，供应各环节生猪饲养；自行设计猪舍和自

动化设备；建立育种体系，自行选育优良品种；建立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的扩繁体系，

自行繁殖种猪及商品猪；采取全程自养方式，使各养殖环节置于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中，从而

使公司在食品安全控制、产品质量控制、疫病防治、规模化经营、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具

有显著的特色和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0.42亿元，同比增长79.14%，净利润23.66亿元，同比增

长1.88%，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如下：  

（1）公司生猪养殖规模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快速扩张，2017年新成立养殖板块全资子公司41个。截止2017年底，养

殖板块全资子公司数量已经达到80个，分布在十三个省区（豫、鄂、苏、皖、冀、鲁、晋、

陕、黑、吉、辽、蒙、甘）。2017年公司全年实现生猪出栏723.74万头，同比增长132.42%。 

（2）工业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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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研发和应用先进的自动化养猪设备，实行标准化管理，发挥其在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改善猪舍环境与动物福利等方面的优势，实现高品质、高效率养猪。同时，公

司积极探索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打造了全新的智能养殖管理平台，

可全天实时监控猪舍的温度、湿度、氨气等指标，确保猪只健康生长，实现智能化养猪，提

高公司生产成绩，有效降低公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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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042,415,931.26 5,605,907,003.09 79.14% 3,003,474,7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65,529,363.99 2,321,898,712.22 1.88% 595,850,84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0,435,471.13 2,302,735,192.56 2.94% 569,746,41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7,135,984.13 1,282,469,805.36 39.35% 915,404,07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2 2.25 -5.78%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2 2.25 -5.78%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2% 50.74% -22.62% 26.5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4,044,634,907.56 12,931,323,137.63 85.94% 7,067,533,2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736,609,504.16 5,661,448,259.81 124.97% 3,522,005,7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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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844,689.37 2,262,810,990.17 2,926,483,223.15 2,885,277,02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80,036,371.42 520,231,897.68 611,943,589.79 553,317,50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6,081,397.08 519,381,877.77 619,392,017.22 555,580,1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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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4,713,694.38 499,488,813.31 656,008,769.12 286,924,7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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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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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英林 境内自然人 42.48% 492,087,746 371,507,746 质押 296,173,488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7% 246,410,572 84,182,177 质押 161,610,00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3.86% 44,707,428 44,707,42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3.50% 40,535,062 40,535,062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华澳－牧原股份

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

信托计划 

其他 2.30% 26,692,421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其他 2.12% 24,508,018 0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21,346,014 0   

钱瑛 境内自然人 1.30% 15,043,240 11,282,430   

钱运鹏 境内自然人 1.09% 12,648,104 0 质押 10,7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品质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8,077,5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和钱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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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合计持有牧原集团 100%股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65.05%的股权;钱运鹏为钱瑛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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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4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优先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100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2.12% 3,000,000 3,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信托-投资【39】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9.22% 4,759,300 4,759,300   

上海秦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27% 7,000,000 7,000,000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系

列 

其他 40.39% 10,000,000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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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经济及行业情况概述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增速比

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整体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 

2017年，全国猪肉产量5,340万吨，同比增长0.8%；年末生猪存栏43,325万头，同比下降

0.4%；全年生猪出栏68,861万头，同比增长0.5%（国家统计局）。 

2017年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15.37元/公斤，同比下降17.45%（农业部）。 

经历了2016年的“高盈利”之后，2017年猪价总体出现回落。全年猪价走势呈现“前高后低”

的特征，最低点出现在5月底、6月初。下半年生猪价格总体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但均值水

平低于上半年。 

2015年以来养猪行业日趋严厉的环保要求，客观上延缓了猪价上升期行业总产能的恢复。

因此，我们在2016年年报中提出：“2017年的生猪养殖行业的盈利情况很可能好于历史上的平

均水平”，从2017年全年的生猪价格走势来看，这一判断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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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17年公司共销售生猪723.74万头，同比增长132.42%；其中商品猪524.32万头，仔猪

193.82万头，种猪5.60万头；实现营业收入100.42亿元，同比增长79.14%；在生猪价格出现下

降的情况下，由于销售的快速增长，2017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3.66亿元，同比增长1.88%。 

2017年公司延续了2016年的“大发展”势头，在适宜发展“牧原模式”的区域快速建立子公

司，截止2017年底，养猪生产类全资子公司数量已经达到80个，分布在十三个省区（豫、鄂、

苏、皖、冀、鲁、晋、陕、甘、黑、吉、辽、蒙），2016年底的数量为39个。2017年末，公

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余额为120.95亿元，比2016年底增长64.54%。 

2017年，公司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设立专业化子公司的需求。为了满足采购规模不断扩

大，使用进口替代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设立了“牧原粮贸”；公司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客

观上提出了融资渠道多样化、国际化的需求，为此公司在境外设立了“牧原国际”；为了满足

公司在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方面的需求，公司在深圳设立了“牧原数字技术”。这些专业化子

公司的设立，将更好的支撑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 

2017年，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合理规划资金，充分利用各种资本市场的工具，进

行各种类型的融资，包含非公发发行、优先股、中票、超短融等等。这些丰富的融资手段，

在提供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同时，还达到了优化债务结构、主动管理关键财务比率，保证公

司流动性安全的目标。 

2017年作为财务标准化管理年，公司从流程、内控和精细化核算入手，逐步形成标准化

体系，支撑公司高速发展。专门组建财务管理团队，细化分析维度，挖掘成本潜力，向管理

要效益，使财务真正落实到业务中，对公司生产经营起到支撑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标准化、信息化管理。2017年公司数字化部门完成了公司业务系

统建设，同时积极配合开展智能化数字化平台建设，有效的提高了公司管理效率。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人员需求增加，人力资源部快速制定了人才引进与培养方案。2017

年通过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等多个渠道为公司引进多方面人才，满足公司的发展需求。同时

公司还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以问题及需求为突破口，辅导各部门人才培养，缩短成长周期，

帮助各部门做好持续的人才培养，支撑了公司快速发展和盈利。除此之外，还开辟了更有效

的人才培养方式，教练式辅导，以战代练，快速提升人员能力，达成成果，较好的支撑了公

司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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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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 9,959,848,416.73 2,409,288,816.74 30.04% 77.74% 8.18%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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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0、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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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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包括84家子公司，2017年新增45家全资子公司，包括：宁陵

牧原、代县牧原、双辽牧原、永济牧原、林甸牧原、通榆牧原、阜新牧原、明水牧原、蒙城

牧原、科左中旗牧原、西平牧原、扎旗牧原、范县牧原、凤台牧原、前郭牧原、东明牧原、

莘县牧原、繁峙牧原、单县牧原、上蔡牧原、石首牧原、牡丹牧原、睢阳牧原、望奎牧原、

颍泉牧原、界首牧原、濉溪牧原、牧原粮贸、富裕牧原、台安牧原、双阳牧原、义县牧原、

平舆牧原、鹿邑牧原、夏县牧原、陈仓牧原、冀州牧原、昌图牧原、克东牧原、泗县牧原、

凉州牧原、原平牧原、牧原数字技术、牧原国际、牧原国际（BVI）。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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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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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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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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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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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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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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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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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