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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16 年 9 月 29 日  

收盘价(元) 2.70 

总股本(万股) 13949.95 

流通股本(万股) 6563.43 

总市值(亿元) 3.77 

每股净资产(元) 1.78 

PB(倍) 1.52 

 

 

 

 

财务指标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464.77  487.86  687.16  917.16  1163.55  

净利润(百万元) 10.54  18.42  25.96  34.78  44.22  

毛利率 8.0% 12.5% 11.8% 11.8% 11.8% 

净利率 2.3% 3.8% 3.8% 3.8% 3.8% 

ROE 6.8% 7.4% 9.5% 11.3% 12.5% 

EPS(元) 0.09  0.13  0.19  0.25  0.32  

专注绿色猪肉，情系大众健康。公司成立于 1996 年，主营业
务为生猪养殖、屠宰分割、和肉制品加工及销售。下属子公司包
括辽宁北镇市旺发养殖有限公司、辽宁营口旺发养殖有限公司、
北镇市旺发食品有限公司、北旺物流管理中心、辽宁北旺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北京龙鑫北旺食品有限公司及上海北旺食品有限公
司等。 

全产业链保障产品质量。公司现已实现了自主繁殖、自主配
料、自主育肥、自主屠宰、自主配送的全程自控体系。保证了旺
发养殖场养殖的猪 100％源自 PIC 种苗，屠宰的猪 100％源自北旺
养殖场，销售的肉 100％源自北旺指定屠宰场，并规范对生产过程
中的风险控制，消除不安全隐患，建立了可追溯到种苗的绿色猪
肉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绿色猪肉品质卓越。 

继续布局全国市场。公司一直以来坚持实行精品猪肉的品牌
战略，目前已经进驻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商超，培
育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开拓市场，加强与国
内主要城市大型商超的合作关系，并将零售市场向广深等大城市
扩展。同时扩展公司的猪肉礼品配送，并与国内主要电商合作，
进一步巩固北旺高端猪肉的市场占有率。 

盈利预测 

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
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596

万元、3478 万元、4422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19 元、0.25 元、
0.32 元。2016 年 9 月 29 日收盘价对应于公司 2016-2018 年动态市
盈率分别为 11.61 倍、8.66 倍、6.81 倍。 

风险提示 

动物疫病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市场开拓风险。 

北旺农牧(833278)       全产业链保障食品安全   持续布局全国市场 

研究员 史朋 

shipeng@wtne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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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分析 

 控制人与管理层 

董监高辞职。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姚雪斌因个
人原因辞去公司职务，辞职后姚雪斌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由董事李影杰代
理财务总监，苏曼曼任董事会秘书。 

 行业与公司经营 

行业竞争风险。屠宰行业集中度较低，且产能过剩，对下游消费者的议价
能力也较低。随着人民对食品卫生和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对屠宰
行业也更加重视。国内屠宰行业正朝着“压数量、提规模、优结构”的方向快
速发展。小型屠宰场生存艰难，大型屠宰场向着一体化、规模化发展，竞争日
趋激烈。 

治理风险。西部证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发布公告称，北旺农牧在未收到
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拨付给子公司补充营运资金。另公司出于
提高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通过规定程序审议通过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和购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改变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目
前主办券商已经要求公司整改，加强对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 

 财务 

流动性风险。公司 2013-2015 年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是
-3,931,730.06 元、-6,196,019.67 元、-39,694,406.41 元。公司经营现金流持续为
负，主要原因是公司近几年在不断的扩大养殖规模和开拓华东市场，前期投入
较大，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增多。若未来受市场竞争风险、行业环境变化等不
同因素的影响，出现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或其他导致资金短缺的情况，会对公司
经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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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绿色猪肉，情系大众健康 

公司成立于 1996 年，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屠宰分割、和肉制品加工及销
售。下属子公司包括辽宁北镇市旺发养殖有限公司、辽宁营口旺发养殖有限公
司、北镇市旺发食品有限公司、北旺物流管理中心、辽宁北旺绿色食品有限公
司、北京龙鑫北旺食品有限公司及上海北旺食品有限公司等。 

图表 1  北旺农牧产品简介 

类别 主要产品种类 

北旺牌绿色猪肉

（冷鲜肉） 

北旺猪前槽、北旺猪后丘、北旺猪五花、北旺猪精肉、北旺猪里脊、北

旺猪外脊、北旺猪排骨、北旺猪大棒、北旺猪脊骨、北旺猪肘子、北旺

猪心、北旺猪肉馅、北旺猪瘦肉馅、北旺猪肚、北旺猪肝、北旺猪肠、

北旺猪腰、北旺猪皮、北旺猪蹄、北旺梅肉、北旺猪舌 

益佳鲜牌冷鲜肉 

猪颈背肌肉、猪前腿肌肉、大排肌肉、里脊肉、前后肘肉、五花肉、当

腰肉、腱子肉、带膘类、前后腿骨、带腱子肉腿骨、精肋排、前排、腰

排、带肉脊排、肋软骨、带肉软骨等 

白条猪 白条猪，主要销售给批发商、食品加工企业 

生猪 绿色商品猪，仅供内部屠宰使用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书 

目前公司销售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为商超销售模式及批发模式，其中商
超销售主要面向大型商场超市销售冷鲜肉，其中包括北旺牌绿色猪肉及益佳鲜
冷鲜肉，批发销售模式主要是面向法人客户及部分自然人客户批量销售冷鲜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李文明、李志勇、李影杰、竺悦四人。四人
共同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书》，约定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任一议案进行
充分沟通和交流，涉及北旺农牧重大事项的议案或提案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竺悦
的决定为准。 

竺悦，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 年 10 月生，硕士学历。
1998 年 6 月至 2002 年 4 月，任联合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2003

年10 月至2012 年12 月，任辽宁北旺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12 月
至今担任北旺农牧总经理。 

图表 2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屠宰行业集中度较低 

 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集中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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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我国屠宰行业屠宰量占比 

 

数据来源：东吴证券 

2011 年至 2012 年，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在全国开展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
核清理工作。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由 5919 家减至 4585 家，削减幅度达 22.5%;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由 14019 家减至 10135 家，削减幅度达 27.7%。生猪屠宰企
业总数由 19938 家减至 14720 家，减少 5218 家，降幅达 26.2%。2012 年底全
国生猪屠宰行业的情况是，商务部统计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4585 家，占生猪屠
宰行业的 31%;小型生猪屠宰场点 10135 家，占生猪屠宰行业的 69%。行业集中
度较低。 

根据东吴证券的统计，截至 2014 年，国内前十名的屠宰企业的屠宰量仅占
全国屠宰总量的 5%，行业极度分散。 

 猪肉消费量与价格趋于稳定 

近几年城镇家庭人均全年购买猪肉数量保持在 20kg 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
居全年猪肉消费数量保持在 14kg 左右。随着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长，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预计将继续提高。 

猪肉的替代品主要包括牛羊肉及鸡肉，价格都趋于稳定，没有大幅波动。
牛羊肉价格大约在 60 元/千克，且略有下降趋势。猪肉价格大约为 30 元/千克，
白条鸡价格约为 20 元/千克。牛羊肉价格约为猪肉的二倍，白条鸡价格虽更便
宜，但在食用方面替代性不高，因此猪肉在今后仍会成为我国人民主要消费肉
类。 

图表 4  2015-2016 年国内集贸市场猪肉、白条鸡、牛肉、羊肉平均价 

 

数据来源：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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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化、一体化经营成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型企业
数量众多，地域性明显，产业集中度和技术装备水平均较低。这导致了肉品质
量安全存在诸多隐患，肉类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随着《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的颁布和实施，政府对肉类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屠宰及肉类加工
企业监管力度的日益加强，落后的小型企业将被逐渐淘汰，这为拥有先进生产
设施的大型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行业内将逐步产生
一批行业龙头企业，食品安全水平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国家产业政策鼓
励一体化、规模化经营，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延伸生猪
产业链，向上建立规模养猪场，向下建立肉类品牌专卖渠道等。目前我国形成
了双汇、雨润、金锣三家全国性品牌，是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 

图表 5  国内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代表企业 

公司名称 成立年份 布局 生产规模 

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984 年 

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河南、

江西、四川、广东、安徽、广西、

上海等 18个省市建设了 20多家现

代化肉类加工基地，在 31 个省市

建有 300 多个销售分公司和现代

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在美国、西班

牙、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

菲律宾等建立有办事机构 

资产 200 亿元、

员工 7 万人、年

肉类产销量 370

万吨、年销售收

入 500 亿 

中国雨润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1993 年 

在安徽、黑龙江、江苏、山东、河

南、辽宁等地设有子公司，在全国

350 多个大中城市设有办事处 

连续十七年低

温肉制品及连

续三年冷鲜肉

全国市场占有

率第一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

集团有限公司 
1994 年 

在全国设有 200 多家销售办事处、

18000 多家专卖店，在俄罗斯、新

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

司或办事机构 

已形成年屠宰

加工生猪 2000

万头、肉鸡 2 亿

只、年产冷鲜肉

及冻品等肉制

品 300万吨的生

产能力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网站 

 经营布局待扩张 

 全产业链控制模式保障产品质量 

公司现已实现了自主繁殖、自主配料、自主育肥、自主屠宰、自主配送的
全程自控体系。保证了旺发养殖场养殖的猪 100％源自 PIC 种苗，屠宰的猪 100％
源自北旺养殖场，销售的肉 100％源自北旺指定屠宰场，并规范对生产过程中
的风险控制，消除不安全隐患，建立了可追溯到种苗的绿色猪肉安全管理体系，
确保绿色猪肉品质卓越。 

公司特别引进的 PIC 种猪肌间、肌内脂肪含量高，营养丰富，口感醇厚，
含有大量蛋白质、钙及 17 种氨基酸，胆固醇及重金属含量远远低于普通猪肉。
养殖基地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医巫闾山”脚下，当地的土壤没有受到污染、
水质良好，大气环境良好，符合绿色畜牧养殖的标准要求。为保证绿色猪肉的
“新鲜”品质，公司特别设立了北镇市旺发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领鲜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北旺生猪的屠宰、加工、仓储、包装、运输和配送。北旺
在物流运输和配送环节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物流冷链，在周转和储存产品时，
严格控制温度和包装，使产品避免了二次污染，通过全程的冷链环境运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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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保证了北旺绿色猪肉“新鲜”高品质。 

图表 6  公司厂区实景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稳定的销售网络打造品牌知名度 

公司产品是 2012 年 3 月首家获得北京市商务委追溯码，并进入“放心肉”
工程的绿色食品猪肉。公司建立了立足于东北，通过环渤海、长三角两大区域
辐射全国市场的销售网络。公司在沈阳的多家超市进行销售的同时，在北京地
区已进入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家乐福、欧尚、永辉、易初莲花、京客隆、大润
发、新世界、国泰、燕莎精品超市、赛特精品超市进行销售；天津地区已进入
家乐福、永辉、大润发、华润等超市；上海地区已进入沃尔玛、欧尚。另外，
公司通过礼品配送及电商方式（本来生活网、沱沱公社）销售的渠道也在不断
扩展。通过以上尝试与实践，公司逐步形成了有一定覆盖面的、多层次的销售
网络优势。通过进驻各大城市的连锁超市，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
沈阳等城市的高端猪肉市场中，品牌稳定，识别性较好，份额领先，影响力较
大。 

公司旗下北旺牌猪肉于 2012 年 7 月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
色食品 A 级认证，目前北旺绿色猪肉单品认证已达到二十一种，是目前国内单
品认证最多的企业之一。同时，北镇食品在 2012 年 5 月通过了 ISO9001 认证。
公司养殖基地 2010 年被农业部评为生猪标准化示范场，还连续被辽宁省人民
政府评为辽宁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现代农业园区，
公司也获得了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转化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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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公司部分产品图例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 

 公司规模待扩张 

图表 8  收入、净利润与三板同类企业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 

新三板上市的生猪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还有公准股份和东进农牧。公准股
份企业规模较大，主要产品冷鲜肉的销售收入为主要来源。东进农牧也以冷鲜
肉为主，但销售体量较小。 

图表 9  盈利能力与三板同类企业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 

公准股份只经营屠宰加工业务，赚取屠宰加工费用，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均
为个人，毛利率较低。东进农牧和北旺农牧有自己的养殖场，冷鲜肉产品直销
给各大超市，毛利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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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准股份 2015 年、2016 年上半年都增加了实收资本，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东进农牧 2015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781.84%，导致了净资产收益率大幅
上升。 

 收入较快增长，继续布局全国市场  

 营业收入较快增长 

图表 10  2013-2016 年 H1 北旺农牧收入、利润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 

2015 年，公司实现收入 4.88 亿元，同比增长 4.97%，净利润 1,841.79 万元，
同比增长 82.24%。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3.78 亿元，与 2015 年同期相
比增长 66.82%，净利润 1,373.21 万元，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长 70.45%。 

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
在 2015 年下半年发行股份，募集了 8,350 万元资金。公司利用新增资金扩大了
养殖规模，新建了排酸库和冷库。同时 2015 年下半年增加了西贝餐饮大型连锁
餐饮客户，公司主打品牌北旺牌绿色猪肉产品销售收入已达到 2015 年全年绿色
猪肉产品收入的 73%。公司在 2015 年还新增了定位中端的猪肉品牌“益佳鲜”，
随着公司加大推广力度，益佳鲜冷鲜肉销售收入也在逐步增长。 

图表 11  2013-2016 年 H1 销售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三种：白条猪产品、北旺牌绿色猪肉、益佳鲜牌冷鲜肉。
白条猪产品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北镇食品从外部采购商品猪经屠宰加工成白条猪
后对外销售，主要销售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北旺牌绿色猪肉产品是公司子公
司北镇养殖和营口养殖自主繁育养殖的绿色商品猪，除了冷鲜肉外，还包括猪
蹄、猪心、猪肝等副产品，绿色猪肉属于中高端猪肉食品，主要消费群体面向
收入较高人群。为了布局中端市场，公司在 2014 年开始推出了益佳鲜牌冷鲜肉，
销售收入占比也在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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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北旺农牧费用率和利润率指标 

  

数据来源：choice 

公司 2014 年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 2014 年营业收
入增长了 236.37%。同时白条猪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此类产品通过区域内批发
商经销或是直销给食品加工企业，与冷鲜肉类产品相比销售费用、管理费用都
较少。2015 年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再次升高的原因是公司扩大生产销售规
模，各项费用均有所上升，但营业收入仅增长 4.97%。 

2014 年公司白条猪产品销售占比较大，导致了整体毛利率的下降。随着公
司对毛利率较高的冷鲜肉和绿色猪肉产品的推广，毛利率呈上升趋势。 

 继续布局全国市场 

公司一直以来坚持实行精品猪肉的品牌战略，目前已经进驻沈阳、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商超，培育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开拓
市场，加强与国内主要城市大型商超的合作关系，并将零售市场向广深等大城
市扩展。同时扩展公司的猪肉礼品配送，并与国内主要电商合作，进一步巩固
北旺高端猪肉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 2016 年 5 月 29 日与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海南
农垦绿色生猪养殖及华南销售公司项目合作意向书》，双方共同打造绿色生猪养
殖基地和华南绿色猪肉销售公司，带动海南农垦普通猪肉的终端销售，同时建
设“海垦北旺”牌绿色高端猪肉和“益佳鲜”牌中端猪肉的华南超市销售网络。
帮助公司进一步拓展全国市场。 

 盈利预测 

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596 万元、3478 万元、4422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19 元、0.25 元、0.32 元。2016 年 9 月 29 日收盘价对
应于公司 2016-2018 年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11.61 倍、8.66 倍、6.81 倍。 

图表 13  北旺农牧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百万元) 464.77  487.86  687.16  917.16  1163.55  

净利润(百万元) 10.54  18.42  25.96  34.78  44.22  

毛利率 8.0% 12.5% 11.8% 11.8% 11.8% 

净利率 2.3% 3.8% 3.8% 3.8% 3.8% 

ROE 6.8% 7.4% 9.5% 11.3% 12.5% 

EPS(元) 0.09  0.13  0.19  0.2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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