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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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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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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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840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朱婉珍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传真

0579-89907387

电话

0579-89908661

电子信箱

zwz4789@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无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以畜禽屠宰业务为核心，全力打造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主营业务覆盖“饲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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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畜禽养殖、畜禽屠宰加工、肉制品深加工”四大环节，对外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饲料、
生鲜猪肉、生鲜禽肉、金华火腿等。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在鲜品领域已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知名度。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畜禽屠宰业务，深入肉制品深加工业务，饲料加
工和禽畜养殖处于成长阶段，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及利润主要来源于生鲜猪肉产品和对外种猪
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屠宰及肉类加工经营模式：公司构建了全国生猪采购平台，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销售订单及销售预测向采购部下达生猪采购计划，采购部业务人员向各签约生猪养
殖场、养殖户及其他供应商询价后统筹安排猪源。活禽的采购模式与生猪类似。公司生鲜猪
肉销售模式以区域经销形式为主，其他销售模式为辅。生鲜禽肉以及火腿销售模式均以经销
为主、直销为辅。
2、畜禽养殖的经营模式：
公司生猪养殖采取自繁自养模式,自建规模化猪场，通过引种、配种达到母猪分娩仔猪，
将出生仔猪从哺乳、保育、生长、育肥饲养到肥猪出栏全程阶段饲养并对各个阶段建立了标
准化的生产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公司根据市场情况有选择地对外销售种猪或猪仔，育成
商品猪主要销售给公司内部用于自营屠宰。
家禽养殖采取“公司+农户”和自繁自养的生产经营模式，其中“公司+农户”的生产经
营模式是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养殖协议，“农户”向公司交纳一定保证金，公司提供自建养
殖场、鸡苗、饲料等生产物资，“农户”负责肉鸡养殖全过程，公司按协议约定回收育成活
鸡。养殖费为肉鸡回收值减去物料成本、饲料返工费、场地使用费、资产盘亏损失、垫付费
用后的剩余金额，经结算后公司在约定时间内付款。禽自繁自养经营模式是公司自建养殖场，
公司父母代肉种雏鸡直接对外采购，并在公司种鸡场，育雏、育成、产蛋、孵化出商品代雏
鸡，除少量对外出售外，主要供给公司内部肉鸡养殖场，同时公司自行负责肉鸡养殖全过程。
育成肉鸡除部分销售给公司内部屠宰外，还通过公司全国肉鸡报价信息平台，将育成活鸡外
售予报价较高地区的客户。
公司畜禽养殖经营模式对资金需求较大，养殖场建设从选地到投产时间较长，市场行情受
畜禽养殖周期性影响存在变化风险。但在这种模式下，特别是自繁自养模式有利于公司制定
统一的疾病防疫标准，实施统一管理，易于控制质量和生产指标。
3、饲料的经营模式：生产饲料所需原料主要包括玉米、豆粕等，根据每月销售计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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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采购计划，提交采购部执行。采购部根据供应商评估控制程序确定合格供应商，通过向
合格供应商询价方式进行采购。公司饲料产品在满足自身畜禽养殖业务需要的基础上，其余
全部对外销售。公司对外销售饲料采取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概述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34,224.8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5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9,246.3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42.46%。
生猪养殖业务方面:虽然今年国内生猪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但从公司长远利益考
虑，为实现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目标和完善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
计划推进正在筹建的生猪养殖建设项目，浙江省内18个养殖场基本建设完成，其中子公司杭
州同壮、天台牧业、华昇牧业、浦江牧业、东阳牧业、兰溪牧业、仙居绿发、乐清牧业均已
开始引猪投产，2021年出栏生猪（含种猪、商品猪）13.7万头。
饲料加工方面：随着公司生猪养殖项目陆续投产，对饲料产能需求开始日益加大。报告
期内公司分别设立了华昇饲料和兰溪饲料两家全资子公司专门从事饲料生产加工业务，以便
为公司畜禽养殖业务做配套。报告期内已经在建的饲料子公司有仙居饲料和华昇饲料，华昇
饲料规划产能45万吨/年、仙居饲料规划产能20万吨/年，计划于2022年上半年投产。公司通
过饲料自给不但有利于降低畜禽养殖成本，还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生物安全，保证食品安全。
未来随着公司各个生猪养殖项目陆续投产和产能提升，公司将会继续加大对饲料产业的投入。
生猪屠宰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受国内生猪产能恢复及生猪价格下降影响，公司生猪屠宰
市场整体需求开始恢复，生猪屠宰产量较去年同期有了较大增长，2021年屠宰生猪302万头，
未来若公司屠宰产量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则公司生猪屠宰板块业绩将有望保持继续增长。
肉制品深加工方面：公司积极迎合市场新消费趋势，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报告期内推
出火腿自然块、火腿中方、火腿蹄膀、火腿火踵、火腿切片、每日好肠等产品系列，土香肠
推出原味、麻辣、咸香三种口味，继续改善风肉、酱肉的口味；同时加大直播、视频等新零
售业态的开发力度，在天猫、京东、微信、抖音等线上平台开设直营店铺或商城，为肉制品
的线上营销打造了良好的推广渠道。
资本运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2,275.60万元（含本数），其中20,000万元用于新建年产
4万吨肉制品加工项目，72,275.6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由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上海华俭
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尚需
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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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重大合作方面：报告期内，为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和清洁能源结构优化，推动养殖业和电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公司与国家电投集
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设立了子公司义乌新能源进行投资合作，新建“碳中和”综合智慧能
源项目，利用生猪养殖场屋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以降低养殖场生产能耗成本，缓解用电紧
张，而且还可以通过余电上网获得额外收益。此外，公司与中德联合研究院（江西-OAI）签
订《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联合创新中心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肠类新产品、金华火腿低盐发
酵、其他营养健康肉制品等方面共同开展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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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总资产

7,136,269,012.26

4,996,282,254.02

42.83% 3,062,145,60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41,592,227.18

1,705,500,735.64

-9.61% 1,484,179,908.87

2021 年
营业收入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8,342,248,673.41

8,836,356,750.32

-5.59% 7,705,776,9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2,463,534.51

135,097,709.40

-242.46%

131,652,02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857,039.10

44,586,860.37

-633.47%

90,466,75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1,565,008.71

360,617,567.67

-30.24%

127,624,63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31

-241.94%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20.69%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9%

8.44%

-20.53%

9.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638,018,176.72

1,977,765,828.08

1,629,644,620.72

2,096,820,047.89

77,461,995.88

30,498,125.64

-103,464,823.58

-196,958,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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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993,891.40

20,738,523.96

-104,570,093.05

-193,019,36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831,717.58

68,498,171.18

-24,713,382.31

136,948,5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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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12,432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10,588
优先股股东
总数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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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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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40.33%

184,000,605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5.54%

25,265,452

0

温氏（深圳）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
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5.28%

24,081,089

0

义乌市华晨投资咨 境内非国有
询有限公司
法人

2.79%

12,713,011

0

正大投资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2.58%

11,760,240

0

康地饲料（中国）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
法人

1.41%

6,454,90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价
其他
值动量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8%

5,366,880

0

深圳市乾元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其他
司-乾元成长六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15%

5,250,013

0

杭州永坤金禄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永
其他
坤久裕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80%

3,650,000

0

数量
11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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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英姿

境内自然人

0.75%

3,436,81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统集团，实际控制人是朱俭勇、朱俭军兄弟；华晨
投资为华统集团控股子公司，华统集团持有华晨投资 43.55%股权，华统
集团股东朱俭军持有华晨投资 4.03%股权，华晨投资股东朱泽磊、朱小
芳分别为华统集团股东朱俭勇、朱俭军之侄和之姐，两人均持有华晨投
资 2.42%股权。除上述外，公司无法获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深圳市乾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乾元成长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910,01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杭州永坤金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坤
久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3,65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邹英姿通过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957,374 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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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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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华统转债 128106

发行日

到期日

2020 年 04 月 10 日 2026 年 04 月 09 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45,454.6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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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报告期内已支付第一年利息 1,606,065 元
付情况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委托信用评
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
并出具了《2020年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跟
踪评级结果：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
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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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 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70.37%

55.41%

14.96%

-237,857,039.1

44,586,860.37

-633.47%

5.46%

18.74%

-13.28%

-0.4

3.59

-111.1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不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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