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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2-00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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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已回购股份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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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大集团 股票代码 0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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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健 卢洁雯、杨华芳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

号 2 座 701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

2 座 701 

传真 8620-39388958 8620-39388958 

电话 8620-39388960 8620-39388960 

电子信箱 zqbgs@haid.com.cn zqbgs@hai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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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产品及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以围绕动物养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进行产业链业务布局，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水产品产业链，畜禽

产业链也在逐步构建中。主要产品包括优质动物种苗、饲料、动保、生猪养殖。业务运营已覆盖各类产品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全部业务环节。具体而言，公司产品包括鸡、鸭、鹅、猪、鱼、虾蟹

等饲料，生猪、虾苗、鱼苗、鸡等养殖品种，以及畜禽和水产养殖过程中所需的生物制品、兽药、疫苗等

产品。 

1、主要业务和产品 

（1）饲料、种苗和动保一体两翼，为养殖保驾护航 

饲料业务为公司核心基础。在理解养殖户需求痛点的基础上，并经过十多年持续培育开拓，水产种苗

和动保业务已成为养殖环节不可或缺的产品。公司饲料业务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积累了广泛的客户资源，

通过向客户提供市场稀缺的优质动物种苗、高性价比饲料产品，依托养殖技术服务带动疫苗、兽药、生物

制品等动保产品发展，通过全套养殖解决方案能较好地帮助客户获得养殖成功，帮助客户在实现健康养殖

的同时，也能够较好地控制养殖成本，获得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 

（2）养殖和产品加工延伸发展 

在饲料、种苗、动保业务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已经形成养殖环节上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近年公司

开始培育养殖和食品加工业务。在畜禽养殖上，公司目前主要是生猪养殖，并逐步拓展生猪屠宰和禽屠宰。

水产养殖上，公司利用自身优质种苗、饲料和动保产品，已开始进行特种水产品如生鱼、对虾等的养殖和

加工，随着公司在水产品研发投入和成果呈现，将逐步拓展其他优质鱼虾品类的养殖。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从饲料业务开始发展起步，因客户资源较为丰富，在深刻理解和挖掘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不断丰

富提供客户的产品和服务，从饲料逐步延伸到技术和经济附加值更高的种苗繁育、兽药和疫苗产品研发制

造等环节中，高附加值产品产销规模逐步扩大，收入结构占比也逐年提升。近年，公司通过产业链的延伸，

已开始逐步深入养殖、食品加工等产业环节，经营模式得到了有序的发展和延伸，各产业板块互为支撑和

发展。 

（1）饲料、种苗和动保业务 

公司饲料业务规模最大，经营管理主要采用原材料集中采购决策、分点生产布局、销售产品和技术服

务紧密结合的经营模式。对农产品等大宗原材料采用“集团+区域中心”的集中采购模式、结合套期保值等

方式能获得较好的采购成本优势和风险控制；生产上以最为贴近市场、物流便利、资源丰富为目标，进行

多点布局生产，目前工厂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亚近百个城市；经销+直销是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侧重

本地化营销，充分组建经销渠道以高效的解决养殖户的资金和运输需求，通过在养殖密集区多点布局设立

服务站，技术和服务团队直接深入到养殖户提供养殖技术服务，与销售组织和管理团队形成销售和服务、

渠道和养户的功能互补与协同；优质动物种苗、生物制品、兽药、疫苗均成为公司提供服务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产品和工具，构成了一揽子的整体养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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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和动保系列产品的经营模式都体现了鲜明的以研发和技术为先导、以差异化产品为载体、以服务

支持为主要推进策略的特点。种苗及动保产品研发投入周期长，技术积累需要较好的预见性和市场洞察能

力，产品独创性强，做好服务支持必须长期投入和培养技术、知识和经验丰富的服务团队。因此，经营管

理模式上选择了多层次的研发体系，辅之以投资起点较高的生产加工基地和更高攻击力的营销市场策略。 

（2）养殖和加工业务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采用一体化“自繁+养殖小区”与“公司+家庭农场”相结合的模式。“自繁+养殖小区”

即自繁自养，通过引种、繁育打造祖代-父母代-商品猪产业养殖体系，将繁与育隔离，保证养殖过程安全

可控。“公司+家庭农场”模式即公司为家庭农场主提供种苗、饲料、疫苗等养殖必须产品，商定养殖过程

主要技术要求后由农场主完成养殖过程，公司回收成品对外销售。 

水产品养殖和加工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水产品养殖主要品种为生鱼、对虾等特种水产品，凭借公司

优质种苗、饲料、动保和技术优势，进行标准化、工厂化养殖，并以绿色、健康、可追溯的水产品（加工

产品）供应给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及生鲜平台。 

 

公司在总部设置了研究院、采购中心、财务中心、运营发展中心、市场中心、流程与信息中心和人力

资源中心、海大学院等专业职能部门，并按区域或经营品类设置多个大区/事业部。各专业中心以取得在本

专业领域的技术和管理领先性为目标，为大区/事业部及各分子公司提供技术和管理标准，提供一体化、专

业化的管理与服务支持；各大区/事业部搭建管理中台，充分发挥研发、采购、生产、管理四位一体联动机

制，提升市场反应效率，充分挖掘市场，提升各业务线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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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5,648,579,800.09 27,526,958,371.19 29.50% 18,854,315,21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61,135,509.32 13,972,788,864.41 3.49% 9,103,789,731.0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5,998,559,748.78 60,323,862,405.94 42.56% 47,612,587,46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6,046,173.08 2,522,730,419.35 -36.73% 1,648,762,57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9,412,737.99 2,459,587,964.11 -38.22% 1,580,784,06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7,948,250.69 485,259,232.03 546.65% 3,246,980,70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1.60 -40.00% 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 1.60 -40.00%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6% 23.87% -12.41%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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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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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3,132,477.82 22,478,102,881.45 26,122,667,497.11 21,684,656,89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280,316.86 825,305,727.12 213,887,814.83 -150,427,68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1,739,925.38 805,116,849.80 206,917,039.33 -184,361,07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854,929.29 1,415,157,516.61 1,671,634,848.35 886,010,8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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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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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海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04% 897,627,559  质押 51,235,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0% 69,756,54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9% 42,999,933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8% 17,996,68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鼎益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96% 15,999,89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启恒

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1% 13,489,252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0.51% 8,529,088    

阿布达比投资

局 
境外法人 0.51% 8,4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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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基金－陕

西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陕煤

朱雀新经济产

业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0% 8,287,633    

澳门金融管理

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6% 7,717,6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股份余额为

3,400 万股；参与转融通业务收回股数 203.82 万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过转移，不属于

增持公司股份）。除控股股东以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注：报告期末，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为 1,027.21 万股，未纳入前 10 名股东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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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海大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

度第一期超

22 海大

SCP001BC（乡

村振兴） 

012281164 2022 年 03 月 23 日  2022 年 03 月 25 日  40,000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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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融资券

（乡村振兴、

债券通）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不适用。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出具了《2022年度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
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相比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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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30% 45.66% 9.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3,473.8 245,958.8 -37.6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9.97% 71.26% -31.29% 

利息保障倍数 7.24 13.92 -47.99%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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