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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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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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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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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佳股份 股票代码 00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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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业春 易彩虹 

办公地址 
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

山路 9 号 

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

山路 9 号 

电话 0736-5223898 0736-5223898 

电子信箱 2927393558@qq.com 1341889908@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种禽繁育，家禽饲养及销售，禽类屠宰加工及销售，饲料、生物肥生产及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活禽、鸡鸭肉冰鲜产品等。公司主营的活禽产品主要为中国地方优质家禽系列黄羽肉鸡和少量肉鸭，

其中，黄羽肉鸡的主要品种为麻鸡、青脚鸡、竹丝鸡、黑土鸡、土三黄、石门土鸡等，肉鸭则是以番鸭、樱桃谷肉鸭为主。

公司的冰鲜产品主要为冰鲜鸡、冰鲜鸭、冰鲜鸡鸭分割品以及部分冻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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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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89,585,769.77 1,877,860,207.10 16.60% 1,514,118,26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444,638.50 227,104,319.88 -23.19% 114,070,70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726,684.80 227,536,556.92 -30.24% 110,117,18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469,618.87 302,464,999.82 -46.62% 183,087,64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7 2.98 -37.25% 1.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7 2.98 -37.25% 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8% 32.86% -19.58% 21.9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377,630,161.37 1,333,974,841.38 78.24% 1,103,549,96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4,318,564.71 804,614,226.21 99.39% 577,509,906.3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1,252,977.96 456,849,564.20 547,112,814.15 654,370,4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70,338.35 31,333,590.24 39,906,112.38 -5,265,40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404,027.46 24,521,164.70 28,610,563.37 -2,809,07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85,472.35 65,835,291.11 -1,802,977.36 84,751,8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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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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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自文 境内自然人 22.58% 23,000,000 23,000,000   

邢卫民 境内自然人 22.58% 23,000,000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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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靖双佳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2% 10,000,000 10,000,000   

新疆唯通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5% 2,500,000 2,500,000   

喻薇融 境内自然人 1.96% 2,000,000 2,000,000   

邢成男 境内自然人 1.96% 2,000,000 2,000,000   

黄琼 境内自然人 1.23% 1,250,000 1,250,000   

舒军 境内自然人 1.23% 1,250,000 1,250,000 质押 1,250,00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219,472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8% 1,199,0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喻自文与邢卫民系一致行动人，喻薇融系喻自文女儿，邢成男系邢卫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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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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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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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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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0亿元，利润总额1.7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亿元，主要经营管理及

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肉鸡2,673.43万只，同比下降3.70%；销售均价10.21元/公斤，同比下降18.77%；销售收入4.98

亿元，同比下降17.50%。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冰鲜产品63,925.14吨，同比上升 47.38%；销售收入15.87亿元，同比上升34.55%。报告期内，公司

冰鲜产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2.48%，冰鲜产品营业收入占比进一步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肉鸡养殖生产继续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但销售受疫情影响较大，一季度全国各地活禽市场关闭，

活禽销售受阻；二季度之后，随着疫情缓解，活禽市场相继开放，但受供求关系影响，活禽价格一直较为低迷，下半年，活

禽价格有所回升，但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第一季度商超冰鲜禽肉产品供不应求，销量大幅增加；第二季度之后，随着国内

疫情逐渐受控，冰鲜消费需求有所回落，但同比仍有较大增长，2020年冰鲜产品收入同比增长34.55%，对利润起到了最主

要的支撑作用。 

报告期内，在传统活禽销售模式的基础上，公司继续致力于冰鲜禽肉产品的市场开拓，公司加快门店的开发速度，开发

广西、山西、辽宁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开始布局生猪产业，公司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拟建设1万头种猪养殖项目、20万头商品猪

养殖场项目及年屠宰100万头生猪及肉制品深加工项目。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人力资源预测和控制、职务编制、人员配

置、教育培训、薪资分配、职业发展、不断优化公司激励绩效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提高人力资源工作的前瞻性、系统

性和全面性，实现人才战略性储备和培养，人力资源与企业发展相匹配，使公司在持续发展中获得竞争力，为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带给人力资源方面的保证与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技术研发与生产经营密切配合，在饲养工艺、设备、饲料配方、防疫、食品安全及新产品开发

等方面加大研发力度，通过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研项目，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检疫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公司从种禽繁育、饲料生产、家禽养殖、禽蛋

孵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各生产环节控制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产品质量安全内控管理，构建了全方

位的采样、检测、监督体系，包括饲料原料质量检测、饲料成品质量监测、禽苗质量检测、养殖环境监测、宰前、宰后等全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终端销售市场产品质量检测与跟踪等，全面全程保证食品安全。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全产业链过程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与优化。在养殖板块养殖户的管理上，开发了【智能养殖】

APP功能，通过该APP公司为代养户提供各种工作便利，为后续数字化养殖提供扎实的后台保障；在生鲜销售板块，基于全

国商超门店为基础升级移动化管理，打造商超终端APP管理平台，实现将销售端的供应体系与日常管理事务的全移动化与自

动化，做到后端管理实现全过程的数据化实时监控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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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禽 498,186,788.01 -22,507,842.07 -4.52% -17.50% -117.80% -25.46% 

冰鲜 1,587,103,065.23 606,647,352.76 38.22% 34.55% 9.84%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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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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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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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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

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6,187,916.24 -6,187,916.24  

合同负债  6,187,916.24 6,187,916.24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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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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