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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18-31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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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公司负责人温志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建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建兴声明：保证

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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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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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356,2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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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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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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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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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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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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鸽和乳制品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批发商、终端零售商；商品肉猪的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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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采

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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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57,160,144.30 59,355,237,219.15 -6.23% 48,237,369,75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1,119,026.04 11,789,879,274.56 -42.74% 6,205,366,55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76,975,194.00 11,833,706,375.33 -44.42% 6,122,377,00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94,018,444.96 14,652,743,719.86 -45.44% 9,303,222,83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932 2.2584 -42.74% 1.1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932 2.2584 -42.74% 1.1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5% 43.48% -21.83% 34.9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9,039,585,688.19 41,438,151,161.51 18.34% 32,734,965,60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616,514,658.73 30,460,892,904.63 7.08% 22,264,058,7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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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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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2,605,526.55 12,320,909,751.25 14,095,941,697.13 16,437,703,16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219,768.21 336,990,745.52 2,228,657,306.54 2,712,251,20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3,927,502.78 303,767,232.63 2,164,084,273.58 2,755,196,18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941,073.63 -518,514,117.08 2,733,628,014.60 4,822,963,4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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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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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716,982 162,537,737 质押 17,755,996 

严居然 境内自然人 2.85% 148,526,882 111,395,161   

梁焕珍 境内自然人 2.74% 142,839,961 138,938,131   

温均生 境内自然人 2.68% 139,824,250 123,383,520   

黎沃灿 境内自然人 2.52% 131,666,089 98,749,567 质押 1,851,774 

温小琼 境内自然人 2.48% 129,239,380 115,200,000   

温志芬 境内自然人 2.42% 126,208,835 112,430,610   

黄伯昌 境内自然人 2.08% 108,775,999 81,581,999   

严居能 境内自然人 2.03% 105,924,473 79,443,354   

温木桓 境内自然人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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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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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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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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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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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07 月 04 日 200,000 4.87%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7 温氏 01 首个付息日为 2018 年 3 月 20 日，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支付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期间的本期公司债券利息。17 温氏 02 首个付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4 日，报告期内未发生付息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7 年 5 月 22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

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7 温氏 01”信用等

级为 AAA。AAA 评级表示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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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1.95% 24.27% 7.6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6.77% - - 

利息保障倍数 45.06 236.26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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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56.57 亿元，同比下降 6.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1

亿元，同比下降 42.74%。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养猪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发展，商品肉猪销量同比增长 11.18%，销售均重同比增加

7.31 斤/头，但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8.59%，商品肉猪盈利水平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上半年，活禽产品市场受到 H7N9 影响，行情整体持续低迷，公司养鸡业务受到严重冲

击，商品肉鸡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0.19%，养鸡业经营业绩同比由盈利转为亏损；但报告期下半年，随着

H7N9 事件影响的消退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公司肉鸡销售价格快速上涨，养鸡业务经营业绩全面好转，

盈利水平提升，行业回归正常轨道，公司养鸡业务报告期内整体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以“面向未来，促进温氏各项业务协调发展”为年度工作主线，紧跟时代发展节奏，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开展行业竞争力分析、明确业务转型升级为切入点，提高业务模块专业化

管理水平，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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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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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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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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49,468,642.62 6,645,551,592.36 24.80% -6.89% -46.11% -13.25% 

肉鸡类 17,564,233,528.25 389,962,559.28 11.17% -8.65% -2.97%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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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业绩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度相比下降 42.74%，主要

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养猪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发展，商品肉猪销量同比增长 11.18%，销售均重同比增

加 7.31 斤/头，但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8.59%，商品肉猪盈利水平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上半年，活禽产品市场受到 H7N9 影响，行情整体持续低迷，公司养鸡业务受到严重

冲击，商品肉鸡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0.19%，养鸡业经营业绩同比由盈利转为亏损；但报告期下半年，随着

H7N9 事件影响的消退及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公司肉鸡销售价格快速上涨，养鸡业务经营业绩全面好转，

盈利水平提升，行业回归正常轨道，公司养鸡业务报告期内整体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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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

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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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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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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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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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家控股公司，其中 30 家为新设立的公司，1 家为收购

并入的公司；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 8 家公司，其中 3 家控股公司已注销，1 家控股公司吸

收合并后已注销，4 家控股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具体情况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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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