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55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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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8 日的总股本
1,206,017,54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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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6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双胜

沈娜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
雨工业园
雨工业园

电话

0731-28591247

0731-28591247

电子信箱

sss@trsgroup.cn

sn-fz@trs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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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围绕“生物饲料、健康养殖、品牌肉品” 的
生猪全产业链开展经营，其中，饲料产品主要包括猪料、禽料和水产饲料；养殖板块以生猪
的养殖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商品猪和仔猪；肉品产品主要包括生鲜屠宰、中式风味制品和
西式制品等。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饲料销售490万吨，同比增长4.9%；生猪出栏102.44万头，同比增长
22.06%。实现 营业 收入185.14亿元 ，同 比增 长20.67%； 实现归 属母 公司 所有 者的净 利润
95,033.84万元，同比增长369.64%。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成立三十二年来始终围绕“生物饲料、健康养殖、品牌肉品” 三大产业，构建了集饲
料研发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育肥、生猪屠宰、肉品加工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打造了“骆
驼牌” 饲料、 “美神牌”种猪、“龙华上品”生鲜肉、“唐人神” 肉制品等知名产品品牌，目前是
我国规模较大的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肉制品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猪产业一体化企业。
公司自建饲料厂，集中采购，研究饲料营养配方，生产加工饲料；建立曾祖代—祖代—
父母代—商品代的扩繁体系，自行繁殖种猪；自建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以全过程采用自养
方式为主，加强疫病防控，提升养殖效率，控制生产成本；公司自建屠宰加工基地，构建终
端销售渠道，以冷鲜肉、肉制品等产品为主，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使得公司在生产成本控
制、疫病防控、质量控制、风险防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优势，形成规模化、集中化、
产业化的经营优势。
同时，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意见》、《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
管理、生猪屠宰监管、区域化和进出境管理，加快屠宰行业转型升级，生猪行业逐渐向全产
业链方向发展，公司从事了三十年的生猪产业链经营管理，能够严格控制产业链各个环节，
有效的掌控各个产业发展的不同特色，三大产业秉持“专业发展、产业协同、掌控平衡、价值
优先” 的产业链发展理念，以“小总部、大产业、全产业链”的思路，打造总部赋能平台，不
断做大做强饲料、养殖、肉品三大产业规模，并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磨合，在产业风险控制、
成本管理、疫病防控、价值营销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三大产业之间协同效应明显，盈利
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51,367.61万元，同比增长20.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5,033.84万元，同比增长369.64%。影响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1）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生猪出栏规模增加
公司在报告期内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2020年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原值9.2亿元，在
建工程新增6.77亿元，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原值净增加2.63亿元，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生猪出栏
102.44万头，同比增长22.06%。
（2）猪场管理水平提升，加强生物安全防控，头均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在报告期内着力推进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行项目制作为公司管理主要工具，充分
调动了生产、销售、技术、管理等人员积极性，加强了总部对猪场生产经营的管理，提高生
产效率，确保猪场安全，提高了公司生产成绩，实现高品质、高效率养殖。
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对饲料厂、猪场的安全防控，提升生猪安全硬件基础设备改造，管
控“人流、物流、车流” ，建立精准拔点的严格生物安全操作规范以及临床数据反馈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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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快速响应机制，采用信息化新技术，在防疫监督和预警方面扩大应用，聘请行业外部专
家、顾问，提升团队防疫技术，充分利用物理防御形式隔绝病毒传播。
公司报告期内生猪板块实现盈利10.68亿元（含有少数股东收益），头均盈利1,042元。
（3）生猪价格持续上涨
受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影响，报告期内生猪市场供应形势紧张，2020年生猪价格持续高
位运行，公司生猪业务盈利水平同比大幅上升，是业绩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
（二）行业发展情况
1、饲料产量稳步增长，规模化进度加快
自2015-2020年，我国饲料工业总产量稳步增长，连续6年产量破2亿吨，连续10年居世界
第一。2020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达到了2.53亿吨。
在集约化经营方面。全国10万吨以上规模饲料生产厂749家，比上年增加128家；饲料产
量13352万吨，同比增长19.8%，占全国饲料总产量的52.8%，较上年增长6.2个百分点。年产
100万吨以上规模饲料企业集团33家，其中有3家企业集团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来源：农
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全国畜牧总站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2、猪肉仍是我国主要肉类消费品
我国是全球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副食品，猪肉消费长期占肉类
消费比重60%以上，2020年，我国肉类总产量7639万吨，其中猪肉产量4,113万吨，占肉类总
产量的54%。我国2020年猪肉进口439.22万吨，同比增加108.34%。
由于我国居民长期生活传统和饮食习惯，猪肉在肉类中的主导地位将在长期保持，且未
来随着猪肉产量逐步恢复，猪肉占比有望小幅回升。
3、我国猪肉价格波动较大，近一年多维持高位运行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由于新冠疫情生猪调运不便，生猪价格短期供应不
足，生猪价格达到了38元/公斤。其后，由于新冠疫情逐步解封，短期供给大增，外加传统淡
季影响，二季度快速跌到低点26元/公斤。三季度受传统旺季影响，外加非洲猪瘟疫情去产能
作用，猪价重回37元/公斤，四季度经历28元/公斤的低点后，年底逐步攀升至35元/公斤的高
价。2020年12月，全国活猪平均价格33.6元/公斤，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4、国内养殖仍以中小猪场为主，规模化进程加速，整体生产水平较低
我国生猪长期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虽有所上升，但整体水平仍较低。比如，A股上
市的13家公司已公布的生猪出栏量合计5550.45万头（含仔猪、种猪、商品猪），占2020年出
栏量的10.53%，远低于国外成熟市场的水平。
同时，我国养猪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低、生产硬件设备差等现象，以普遍衡量生猪养
殖水平的PSY（每头母猪每年提供断奶仔猪数量）这一指标为例，我国目前全行业平均水平
为15头左右，较高水平的规模养猪公司可以达到20-22头，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可以达到25-28
头。特别是非洲猪瘟爆发以来，全国范围内小规模猪场受到巨大冲击，暴露出其防疫能力差、
设备设施落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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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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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8,513,676,056.52

15,342,862,854.89

20.67%

15,405,517,06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0,338,411.29

202,356,036.97

369.64%

136,933,15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9,332,427.82

202,841,340.16

353.23%

141,179,096.02

1,045,813,495.11

542,069,996.34

92.93%

562,783,88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24

308.33%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24

308.33%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8%

5.84%

19.84%

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10,280,076,176.12

7,280,901,133.41

41.19%

6,530,823,552.97

5,337,000,309.95

3,325,654,718.44

60.48%

3,407,291,794.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3,599,856,730.83

4,295,753,708.41

5,374,563,593.33

5,243,502,02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784,065.33

218,942,898.22

274,646,215.88

243,965,23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152,495.02

213,089,875.06

267,703,699.30

231,386,35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187,651.32

165,268,279.50

303,730,044.26

407,627,520.03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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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85,87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87,34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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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湖南唐人神控
境内非国有
股投资股份有
法人
限公司

14.36% 140,629,910

0 质押

大生行饲料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10.02%

98,106,200

0

湖南省财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7.55%

73,954,400

0

数量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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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秋华

境内自然人

2.64%

25,848,230

龙灏

境内自然人

0.89%

8,670,171

0

刘志兵

境内自然人

0.83%

8,084,800

0

唐人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

0.80%

7,875,573

0

杨萍香

0.80%

7,800,000

0

灰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道
明中国收入成 其他
长基金（交易
所）

0.73%

7,106,700

0

湖南湘投高科
技创业投资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0.62%

6,060,214

0

境内自然人

24,998,533 质押

25,839,0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因表决权委托而成为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1、刘志兵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 2,853,800 股股份转入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刘志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08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
说明（如有）
2、杨萍香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 7,800,000 股股份转入国
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杨萍香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7,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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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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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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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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总结三十年发展经验形成了“3+1”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使得公司在生产成本控制、
疫病防控、质量控制、风险防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优势，形成规模化、集中化、产业
化的经营优势。
（1）公司坚持自繁自养模式，建设现代化、智能化生猪养殖基地。公司在一临近区域内
建设“种猪场+扩繁场+育肥场” 的生猪养殖基地，自行选育优良品种，采用全程自养方式，
公司养殖控制各养猪环节，制定严格的疾病防控方案，采用合伙人制度等形式调动一线员工
积极性，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规模化养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2）公司充分利用现有饲料产能优势，做好“内供外销” 。饲料业务一方面为公司猪
场提供各阶段的营养饲料，保证各猪场的用料安全及营养供应。另一方面，公司坚定不移抓
好价值营销工作，在现有通过经销商来销售基础上，组建规模猪场专业营销队伍，着力推进
家庭农场和规模猪场的开发和销售。
（3）公司利用多年屠宰加工的管理、技术优势，打造肉品知名品牌。公司自1995年成立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以来，长期从事猪肉制品加工及其产品自销，打造“唐人神” 肉
品品牌，打造安全可溯源的高端肉品，以及具有特色的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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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饲料

15,347,625,302.7
4

321,946,043.98

7.18%

13.26%

-29.25%

-0.56%

生猪

2,452,984,024.61 1,067,869,539.47

51.23%

205.40%

362.36%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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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按照新收入准则，将商品交付之前客户已经支 合并资产负债表：2020年1月1日调减预收款项金额111,145,515.07
付的合同对价作为合同负债列示，其中税金作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金额81,593,857.59元，调增合同负债金额
为其他流动负债列示
190,626,932.94元，调增其他流动负债金额2,112,439.72元；2020年
12月31日调减预收款项金额155,605,278.77元，调减其他应付款金
额110,648,873.19元，调增合同负债列示金额为263,557,268.90元，
调增其他流动负债金额2,696,883.06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1月1日调减预收款项金额1,618,882.20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金额5,704,934.99元，调增合同负债金额
7,323,817.19元；2020年12月31日调减预收款项金额3,317,724.90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金额12,695,839.69元，调增合同负债列示金额
为16,013,564.59元。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公司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公司本期无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4.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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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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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中的第八节“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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