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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1-008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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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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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02,491,7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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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基智农 股票代码 0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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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鹏超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

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7101 
 

传真 0755-25420155  

电话 0755-25425020-6368  

电子信箱 a00004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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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主要涉及现代农业、房地产业、金融投资业三大板块。主要包括：种猪、肉猪养殖与销售；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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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鸡养殖与销售；饲料生产与销售；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租赁；保险经纪。 

（2）主要经营模式 

现代农业是公司的战略核心业务。公司聚焦农业，在广东及周边地区逐步建设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工基地，重点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产业链。同时，以深圳市京基智农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基智农食品”）为主体开展食品端建设，拥有香鸡、麻黄鸡、鸡蛋、猪肉等自主品牌的优质畜禽产品，已进

驻连锁商超、大型食品企业、连锁餐饮、新零售等渠道。持续优化饲料业务的经营管理，采用集中采购、加工、经销+直销

的营销模式提高经营成果。 

房地产业是公司的战略支持型业务。公司以自行或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等形式对既有的存量土地开发和运营。自2019

年6月起，公司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就房地产开发及运营展开全面深度的战略合作。 

金融投资业是公司的战略配套型业务，主要是开展保险经纪业务，协助农业板块对各项目建设进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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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071,503,296.81 4,918,723,380.78 -17.22% 3,436,940,9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6,563,499.30 1,100,831,801.48 -21.28% 437,394,9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8,024,521.23 986,833,457.76 -17.11% 437,931,20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6,061,154.61 1,013,811,298.53 78.15% 1,078,635,00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530 2.7350 -21.28% 1.08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530 2.7350 -21.28% 1.0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6% 70.35% -34.89% 54.9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元） 9,903,753,908.17 6,471,993,600.37 53.02% 5,182,504,07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2,406,812.98 2,134,846,547.50 28.93% 1,015,258,1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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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57,688.63 419,803,496.44 358,111,284.17 2,879,330,82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393,932.19 78,699,828.67 27,785,414.86 700,684,32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227,297.60 49,100,117.45 21,403,020.27 695,294,08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990,215.24 851,084,041.05 508,500,230.18 159,486,6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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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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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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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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88% 172,597,757 0 质押 96,449,173 

深圳市京基时代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5% 120,141,071 0 质押 116,641,816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天倚

道天道10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9,045,300 0   

凌丽华 境内自然人 2.17% 8,750,000 0   

林炜豪 境内自然人 1.88% 7,561,673 0   

陈平 境内自然人 1.58% 6,351,800 0   

徐意 境外自然人 0.84% 3,400,000 0   

陈小英 境内自然人 0.35% 1,400,000 0   

佘海燕 境内自然人 0.35% 1,391,272 0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1,380,1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

司 100%股权，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倚道天道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045,300 股； 

2、凌丽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750,000 股； 

3、林炜豪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61,67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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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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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经济及行业运行情况 

2020 年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中国虽然在较短的时间摆

脱了疫情大范围蔓延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但其他发达经济体却深陷政治经济混乱的泥沼之中。为了刺激经济，全球经济体均

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出现经济衰退、普遍通胀共存的现象。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短期内有所缓和，多数经

济体生产活动趋于停缓，年内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物资供应的中干力量，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预计新冠疫情将在更

长时间继续影响、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农业方面，生猪市场受非洲猪瘟影响，2020 年仍存较大的供给缺口，全年生猪价格在高位持续震荡运行，规模化企业

盈利大幅增加。受高盈利驱动，多数企业纷纷采取扩产行为，未来随着新建项目产能的逐步释放，生猪供给有望提高，预计

其价格将会自高位震荡回落；肉鸡方面，因 2019 年肉鸡价格大幅上涨引起大规模产能扩张，导致 2020 年肉鸡产品供大于求，

价格持续走低，多数月份鸡肉价格处于行业平均成本之下，养禽企业经营均不甚理想。此外，全球气候多变，拉尼娜现象、

非洲蝗灾等灾害频发，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饲料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上升，给养殖企业未来经营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 

房地产方面，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房住不炒”定位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工作要求，深圳市住建局等八个部门于

2020 年 7 月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深建字〔2020〕137 号），以强化房地产市场

监管，引导市场回归理性。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建立银行业金融

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划分五档，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

比上限的两道红线，房地产业融资成本将整体有所提升。 

金融方面，国家对金融风险尤其是保险业风险的把控和要求日趋严格，企业面临更多挑战。 

（二）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实施情况 

1、现代农业 

生猪养殖项目：公司大力拓展生猪养殖项目资源，快速建设现代化先进猪场并逐步引种投产，报告期内公司先后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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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开平市人民政府、新会区人民政府、台山市人民政府及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汕尾市农业农村局、广东省阳江市人民政府、

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肇庆市高要区禄步镇人民政府等签署关于投资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框架协议，

截至报告期末，签约目标产能合计约 1,300 万头。公司生猪养殖项目均顺利推进，其中：高州一期项目（设计年产能 54 万

头）作为公司生猪养殖产业第一个四到五层楼宇养殖项目，已于 2020 年 8 月实现首栋楼宇猪舍顺利封顶，于 2020 年 10 月

引种投产；徐闻一期、二期（设计年产能均为 36 万头）项目已实现引种；徐闻三期（设计年产能 36 万头）、文昌项目（设

计年产能 30 万头）及贺州一期项目（设计年产能 36 万头）也已陆续开工。相关生产活动有序开展，截至报告期末，实现母

猪存栏已超过 4 万头。其余签约项目的选址、土地流转、报批报建等工作均在稳步推进中。此外，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与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深圳市“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合作事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生猪业务充分纳入深圳菜篮

子保供给体系，从而有力保障项目产品的销售渠道与销售价格，平滑生猪周期价格波动的冲击。 

饲料业务：报告期内，广东京基智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京基智农”）持续进行产品优化和产品升级，重点

推进特种水产饲料及全系列产品升级无抗饲料，同时在疫情背景下发挥采购优势，产品影响力、产销量持续提升，在饲料行

业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公司饲料业务仍然实现量、利齐增。 

禽养殖及渠道：报告期内，尽管社会苗量不断减少，养户补栏积极性略有下降，但惠州京基智农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惠州京基智农”）通过合理调整生产经营管理策略，全年鸡苗出苗量实现同比增长 2%；京基智农食品在新冠疫情期间

持续保障供深食品销售渠道的稳定供应，为深圳市保供稳价提供支持，同时积极推进供深渠道拓展及品类扩项工作，促进渠

道销量提升，大力进行品牌建设，品牌形象和市场认知得以提升。 

2、房地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存量土地进行开发和运营，地产项目快速去化。截至报告期末，山海上园项目二期 2、6、7

栋去化率近 100%；三期项目（即山海公馆项目）、四期工程（即山海御园项目）则按节点计划推进。因新冠肺炎疫情，上

半年公司租赁业务受到一定影响，但仍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对租户减免租金，并最终按计划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未来公司

将继续按照规划节点进度进行开发，预计山海公馆项目、山海御园项目将于 2021 年下半年开盘，山海御园项目将于年内实

现封顶。 

3、金融投资业目前仅开展保险经纪业务，报告期内持续为公司经营提供风险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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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价料 685,839,323.18 71,108,184.33 10.37% -21.23% -11.39% 1.15% 

商品房 3,221,644,200.15 2,209,079,373.05 68.57% -5.6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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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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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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07,150 万元，同比下降 17%。其中： 

①房地产板块：销售收入 322,16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9%，同比下降 6%，主要系山海上园二期 2、6、7 栋项目开始

陆续入伙并确认收入，但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1%的影响； 

②饲料生产板块：广东京基智农销售收入 69,80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7%，同比增长 8%，主要系禽料市场份额提升，

其中鸡料销量同比增长 30%，鸭料增长 11.5%；同时在高利润驱动下的生猪养殖复产复养提速，争夺现金客户效果明显，饲

料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9.44%； 

③养殖板块：惠州京基智农销售收入 7,64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2%，同比下降 29%，主要系鸡苗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

下降 39%，同时鸡苗销量较上年同期上涨 2%的综合影响。 

（2）成本情况 

2020 年度，公司营业总成本 295,786 万元，同比下降 16%。其中： 

营业成本 176,506 万元，同比下降 25%，主要系收入下降，成本相应下降。其中：地产项目营业成本 101,256 万元，毛

利率 69%（上年同期 68%）；广东京基智农营业成本 62,630 万元，毛利率 10%（上年同期 10%）。 

税金及附加 77,747 万元，同比下降 7%，主要系地产项目计提土地增值税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23,268 万元，同比增长 117%，主要系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能被销售对价覆盖的销售

佣金需要于对应商品收入确认的时点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而 2020 年执行新收入准则前，该销售佣金于对应商品买卖

合同备案的时点计入当期损益。山海上园二期 3、5 栋于 2018 年开盘，因此 3、5 栋的大部分销售佣金已于 2018 年计入当期

损益，导致 2019 年销售费用较低。  

管理费用 19,009 万元，同比下降 22%，主要系人工成本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3,353 万元，同比增长 13%，主要系生猪养殖项目开始投入生产运营，研发投入加大。 

财务费用-4,096 万元，同比下降 12%，主要系理财收益增加。  

（3）盈利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656 万元，同比下降 21%。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

合并范围减少、公司房地产项目结转销售收入相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以及生猪养殖项目开始投入生产运营，前期费用较多的

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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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

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具体变动及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38、“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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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广东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通过新设方式分别成立全资子公司兴宁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台山市京

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阳江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云浮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汕尾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阳春

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贺州市京基智农饲料有限公司、肇庆市京基智农时代有限公司。 

2、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与罗爱华及伟江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江发展”）签署《伟江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将公司持有的伟江发展 100%股权以人民币 21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壹拾万元整）的价格转让给罗爱华。伟江

发展及其子公司国劲投资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与深圳市众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鹏实业”）签署《关于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之合作协议》，约定将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吉供水”）70%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及由此产生的相

关股东权利委托给众鹏实业行使。布吉供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2020 年 6 月，公司完成北京丰收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注销工作，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2020 年 11 月，公司完成北京丰收未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注销工作，该企业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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