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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67                           证券简称：晓鸣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9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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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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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7,50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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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时间 股息率 
分配金额（元）

（含税） 

是否符合分配

条件和相关程

序 

股息支付方式 股息是否累积 
是否参与剩余

利润分配 

2020 年 04 月

23 日 
4.35% 1,243,979.17 是 

本公司自行发

放 
否 否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晓鸣股份 股票代码 3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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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建峰 蒋鹏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创业街 36 号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创业街 36 号 

传真 0951-3066628 0951-3066628 

电话 0951-3066628 0951-3066628 

电子信箱 xmnm@nxxmqy.com xmnm@nxxmq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集祖代和父母代蛋种鸡饲养、蛋鸡养殖工程技术研发、种蛋孵化、雏鸡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引、繁、推”

一体化科技型蛋鸡制种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祖代蛋种鸡、父母代蛋种鸡养殖，父母代种雏鸡、商品代雏鸡（蛋）及其副产

品销售，商品代育成鸡养殖及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父母代种雏鸡、商品代雏鸡及其副产品、商品代育成鸡，产品销售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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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国。公司历经多年的沉淀和发展，在贺兰山东麓及西麓建成闽宁、青铜峡、阿拉善 3 个高标准蛋种鸡生态养殖基地，下

设 7 大养殖事业部，4 座祖代养殖场，22 座父母代养殖场；在宁夏闽宁、河南兰考、新疆五家渠、吉林长春、陕西三原共建

有孵化厂 5 座；在河南兰考建有商品代育成鸡场 1 座；在宁夏闽宁智慧农业扶贫产业园投资建成年产 20 万吨蛋鸡消毒饲料

加工厂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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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18,818.00 539,410,878.56 0.11% 383,666,65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48,556.43 111,452,314.71 -54.91% 16,243,90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035,884.55 106,689,329.05 -56.85% 14,603,99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66,811.79 185,827,004.08 -54.33% 103,020,03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79 -54.43%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79 -54.43%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21.66% -13.14% 3.7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74,431,397.93 774,713,304.68 12.87% 660,446,91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4,970,972.76 564,722,416.33 8.90% 466,296,4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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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21,493.01 151,067,049.75 145,732,688.98 113,397,58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82,369.37 15,239,754.05 17,979,045.99 47,38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94,533.08 14,594,839.85 18,051,265.68 -5,504,75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97,971.91 16,888,724.58 55,358,378.14 221,7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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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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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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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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晓明 
境内自然

人 
56.91% 79,960,000 59,970,000   

正大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07% 22,580,000 0   

广州谢诺辰

途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银川辰途

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9.68% 13,604,000 0   

北京大北农

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6% 5,000,000 0   

广州谢诺辰

途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辰途第一

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 

其他 2.85% 4,000,000 4,000,000   

北京融拓智

慧农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5% 2,877,000 0   

合肥市泽森

东和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7% 1,921,000 0   

钱冬梅 
境内自然

人 
0.95% 1,340,000 0   

王学强 
境内自然

人 
0.80% 1,124,000 843,000   

杜建峰 
境内自然

人 
0.71% 1,000,000 750,000   

石玉鑫 
境内自然

人 
0.71% 1,000,000 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控股股东魏晓明先生与广东谢诺辰

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州谢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魏晓林先生为兄弟关

系；广东谢诺辰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银川辰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公司股东辰途第一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公司股东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北京融拓智慧农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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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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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新冠疫情、产蛋鸡存栏高位、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蛋鸡养殖行业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

遇。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及时稳健复工复产，保证了生产经营的有序开展。在经营方面，公司紧

密围绕既定发展战略、经营计划与目标，强化企业文化体系建设，顺应市场环境，优化业务结构和产业布局，深挖客户资源，

强化服务体系，实施精益管理，加强人才培养、储备与激励，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体现产品价值，激发员工活力，有效提升

了管理效率，确保了一定的盈利。公司治理层面，修订《公司章程》，全面衔接新《证券法》及《上市规则》，提高公司经营

管理各项决策效率；积极筹备组织架构的优化调整，进一步优化管理层资源和机构配置；进一步修订《内部控制制度》和《内

部控制手册》，深入推进企业的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让企业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加速智能化、信息化的

生产经营管理转型，实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驱动”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001.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4.86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54.91%。主要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代雏鸡 14,323.73 万羽，较上年同期上升 19.56%，主营鸡产品收入为 47,661.26 万元，占营业

收入比重 88.26%，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副产品收入 6,292.2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11.65%。商品代雏鸡销售均价为

2.95 元/羽，较上年同期下降 0.62 元/羽，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6.89%，较上年同期下滑 11.62%。报告期内，公司新建了

1 个父母代蛋种鸡养殖事业部——青铜峡第四事业部，包含标准化父母代养殖场 2 个，年可存栏蛋种鸡 25 万套，在阿拉善

第一事业部新建父母代养殖场 2 个，年可存栏蛋种鸡 25 万套，预计将新增商品代雏鸡产能 3500-4000 万羽/年。随着新增产

能的不断释放和公司标准化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推行，未来几年公司主营业务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双驱动”模式，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公司持续强化及完善自有蛋种鸡养殖

体系、孵化体系、疾病防治体系，并凭借“集中养殖、分散孵化”、“全网面高床平养”、“全进全出”、“单日龄农场”养殖生产

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生物安全水平和产品品质，稳步推进公司发展战略，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持续增长，2017-2020 年，公

司商品代雏鸡销售数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0.97%。在行业平稳发展情况下，未来公司力争商品代雏鸡销售量保持 20%以上的

年均增长率，满足市占率的不断提升和追求全周期的盈利的经营策略，同时继续加大在蛋种鸡养殖体系、孵化体系、疾病综

合防控体系、人才管理与培养体系及品牌建设体系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以畜牧

和动保两大关键性研发平台的建设为核心，建立多学科、多领域、多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为打造蛋鸡产业研究院建设项目

做好准备。公司围绕企业生产需求、市场共性关键性问题和未来的生产模式、技术研发模式、产业链延伸领域，主动开展重

点研发项目规划。公司技术团队承担了多项自治区级重点研发课题和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重点任务，并取得了多项阶段性

科技新成果，且将成果在生产中转化、应用与推广，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研发与生产的结合能力和技术水平。报告期内，公

司申请专利共 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申报外国专利 1 项；授权专利 7 件，全部为实用新型 7 件；牵

头制定地方标准 1 项。 

https://www.so.com/link?m=b3A2E565LalnqF52f6z1oSmbULTDRikkKeNQaGbdHeO0iRo%2BPPcxJX2SdQmLAcwA1%2BXva7E%2Ba%2Fgdnr1OutUxrGGZHbNJZmX%2B7uDS20p9aS721JVDDKfZq7PgXNtGbVT8FlFrnSiJin16X7s%2B%2BmMjDbbTgjP%2BUtrdiNUQfBKEcTvRwwzQsyDMFRTt6ZxBe6C9MWTRaSf%2FmYktp2WndGWqRn%2F3FIN6tCMfMgFVDN3vdswXCjUB7CkCcm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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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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收入 476,612,595.50 44,532,576.05 26.88% 2.94% -56.34% -13.42% 

副产品收入 62,922,486.61 6,002,778.14 27.03% -17.25% -15.9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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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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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4.86 万元，同比下降 54.91%，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整体行情下滑，本期商品鸡价格下滑收入减少，同时饲料主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薪酬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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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第十九次会议及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通过，自2020年1月1

日起，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和

财政部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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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