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abeinong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关村大厦 19 层）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股票代码：002385     股票简称：大北农 

 

 

 

 

 

 

 

 

二零二二年四月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2-036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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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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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农   股票代码 00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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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维平 雷泽丽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901A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901A 

传真 010-82856430 010-82856430 

电话 010-82856450 156-5207-8320 

电子信箱 cwbgs@dbn.com.cn Leizeli@db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志创世界级农业科技与服务企业为使命，长远布局大农业产业，产业布局包括：饲料科技产业、

养猪科技产业、作物科技产业、动保疫苗科技产业、农业互联网产业。当前公司主要业务为生猪养殖与服

务产业链经营、种业科技与服务产业链经营。其中，生猪养殖与服务产业链经营包括种猪育种、生猪育肥、

生猪饲料（猪前端料、乳猪料等）、动物疫苗和药品及产品的技术服务；种业科技与服务产业链经营包括

玉米种业、水稻种业、植物农药和肥料、带有转基因生物技术性状的玉米、大豆等种子产品的科研等业务，

以及产品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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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32,807.8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32%，营业利润-68,886.8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4.31%，利润总额-73,578.7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6.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4,034.1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2.52%。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饲料科技产业和养猪科技产业。2021年，饲料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为72.44%，生猪养殖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5.00%。种子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1.79%，兽药疫苗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12%。  

报告期内，公司饲料销售收入为2,269,475.90 万元，同比增长36.83%。饲料销售量为 589.59 万吨，

同比增长26.47%，其中猪饲料457.56 万吨，同比增长39.76%；水产饲料42.51万吨，同比下降1.46%；反

刍饲料57.45 万吨，同比增长21.44%；禽用饲料30.84万吨，同比下降34.97%。 对联营猪场的销售量为65.71

万吨，剔除对联营猪场销售量后的对外销售量为523.88万吨，同比增长25.58%。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生猪销售数量为251.15 万头，同比增长129.04%；生猪销售收入469,882.55 

万元，同比增长23.61%。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生猪存栏137.74 万头，同 比增长7.16%，其中基础

母猪存栏11.05 万头，同比下降23.98%。  

报告期内，公司种子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79%，种子销售数量为2,393.84万公斤，同

比增长25.98%；销售收入为56,062.48 万元，同比增长37.49%。水稻种子销售收入31,586.23 万元，同比

增长19.91%；玉米种子销售收入22,873.53 万元，同比增长75.25%。  

（2）主要业绩影响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313.28 亿元，同比增长37.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0 亿

元，上年同期为19.56亿元，同比下降122.52%，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为：  

报告期内，生猪价格持续下跌，非洲猪瘟等疫病持续存在，养猪业务毛利率大幅下降。报告期末，公

司对存栏的生猪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养猪业务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饲料业务销量同比增长26.47%，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83%。公司发挥技术优势和综合

服务能力，饲料业务利润同比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行业变革机遇，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在高端研发人才、

技术服务人员等方面加大投入，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的影响，期间费用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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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养殖业务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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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主要有两种养猪模式，一是 “公司+生态农场模式” 。在“公司+生态农场”模式中，公司

根据养殖产业链中各项资源配置情况，以委托养殖方式与生态农场主在养殖产业链中进行分工与合作。公

司负责提供猪舍设计、猪苗、饲料、药物、疫苗以及全程技术支持和服务；生态农场主缴纳一定保证金并

经公司验收合格后，在公司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资，按公司标准进行饲养，达到上市日龄后，

公司回收肉猪统一销售，并支付一定的代养费用。该模式兼顾了规模、效益和风险，公司通过适度控制合

作农户的养殖规模，合理分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优化区域布局，实现养殖与生态和谐发展，同时带动了

当地的就业，促进乡村振兴。另一种是“自繁自养模式”，就是将种猪繁育、饲料生产、种苗生产、肉猪

育肥等环节全程自养方式，使各养殖环节置于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中，在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严抓生物安全防控，抢抓基础管理工作，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一是公司严抓生物安全

防控，预防非瘟效果较好。公司通过与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在非洲猪

瘟防控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并应用到生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二是种猪生产成绩恢复较快。在非洲

猪瘟整体可控的前提下，抢抓基础管理工作，种猪生产成绩恢复到非洲猪瘟之前水平。三是严控肉猪养殖

成本。随着公司严抓生产管理，种猪场生产成绩转好，仔猪成本降低，肉猪的生产成绩逐月提高，肉猪的

生产成本逐步回归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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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4,815,883.44 24,041,748,998.06 11.87% 18,904,149,2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37,179,620.57 11,015,444,461.02 -2.53% 10,071,990,388.4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328,078,121.44 22,813,861,332.61 37.32% 16,577,901,76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340,985.21 1,955,722,850.86 -122.52% 513,291,6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6,670,138.08 1,593,201,607.70 -153.77% 328,542,50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769,576.72 1,856,435,731.39 -38.12% 1,787,097,82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8 -122.92%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8 -122.92%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8.70% -22.75%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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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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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401,924,717.39 7,866,141,235.80 8,173,438,199.35 7,886,573,96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933,756.67 107,842,549.20 -391,361,981.56 -547,755,30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4,134,190.44 -27,335,198.24 -400,313,726.14 -803,155,40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086,296.69 221,653,052.31 757,244,830.51 565,957,9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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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3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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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境内自然

人 
24.96% 

1,033,609,

256 
940,263,157 质押 421,193,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 

90,113,50

1 
0   

邱玉文 
境内自然

人 
2.10% 

87,069,45

4 
0   

赵雁青 
境内自然

人 
1.88% 

77,871,28

2 
0   

甄国振 
境内自然

人 
1.29% 

53,376,77

8 
0   

李凤琴 
境内自然

人 
1.05% 

43,278,41

4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华

内需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其他 0.59% 
24,500,00

0 
0   

工银瑞信基

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7% 
23,469,00

0 
0   

南方基金－

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7% 
23,469,00

0 
0   

中欧基金－ 其他 0.57% 23,46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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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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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甄国振，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5,925,322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37,451,456 股份，合计持有 53,376,778 股股份。 

2、李凤琴，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3,278,414

股股份，合计持有 43,278,414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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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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