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uxsmi:2680kuxe

 

 

上
市
公
司 

  
 公

司
研
究 / 

 

点
评
报
告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农林牧渔 

 

 

2015 年 04 月 27 日 

新希望 ( 000876) 

 

—— 云农场构架清晰为农业金融铺平道路，维持“买入”

评级！第一目标价 30 元！ 
 

报告原因： 有信息公布需要点

评 

 

买入 
事件：在 4 月 22-23 日召开的中国猪业“山河”论坛上，公司发布了 2015 年关于互联网

转型战略以及福达计划（即农场成长计划）框架下的希望金融、云养殖、云学堂、养猪大

学、聚落化养猪模式等创新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形成体系化的农业产业互联网布局。2014 年，养猪产业持续亏损。优化结构，创

新模式，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新希望借董事会换届的东

风，开始全面创新转型，提出了从传统农牧企业向现代农牧食品供应链平台企业转型的目

标，为落实转型战略。从公司互联网战略的产业架构上看，已经形成了“福达云”（类似

于大北农猪联网，负责即使服务、技术培训等职能）、希望商城（农资电商）和希望金融

三大板块的完整体系。 

 云农场：成为类似公司资源整合平台，为养殖户增效，为金融业务铺垫。公司致力于以云

农场的概念为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集农民技术教育（云教育）、动物保健技术服

务（云动保）、猪场物联网（云养殖）、养殖户综合服务（云服务）、猪场综合托管服务

（云农科）和养殖户/经销商金融服务（云金融）为一体，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中国

畜牧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但申万宏源农业认为，上述的一切资源都是为积累农户资信数

据，为公司农村金融业务服务的。云农场所有一切的服务，原先通过新希望六和线下的服

务体系（福达计划）已经能够满足养殖户的需求，对公司而言，通过移动互联网手段去实

现部分共性服务的线上化，提高了公司自身的服务效率，但这本身对养殖户、经销商的影

响是相对有限的。然而，对于养殖户、经销商而言，金融服务和生猪销售才是他们真正的

“痛点”，也是公司农业产业互联网战略的最佳盈利出口。云农场的一切布局，最重要的

目的有两个：1）掌握资信数据。通过信息技术，将养殖户、经销商的经营情况、生产数

据这些能够显示其资信情况的数据信息化，以便选择合适的金融服务对象，更好的推广金

融业务；2）跟踪养殖户动态信息，做到全程溯源。新希望向下游食品端延伸，打造农牧

全产业链霸主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通过信息技术掌握所有对应养殖户的防疫、饲料投喂

等信息，对公司肉制品业务继续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食品安全）十分关键。 

 人事安排妥当，执行效率大幅提高。自陈春花老师上台后，公司在管理架构、产业布局、

考核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前两年，公司的重心在结构调整、业务整合、机制

梳理等方面，修炼内功。目前，福达计划、“新希望六和+”战略不断完善、业务布局基

本到位、人员调整基本落实的基础上，公司将踏上发展的新征程，将顺应农业产业发展方

向，结合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树立一种新的机制，在三个层面上做到集团的可持续发

展：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人员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在 14 年四季度陆

续剥离亏损的经营单元，15 年轻装上阵，止住出血点，同时，经过一年来的组织变革和模

式调整，以及高管人事变动，公司内部对变革的战略已形成一致认同。同时，通过中高层

人员调整以及划小经营单元等方式，公司在战略执行上效率也大幅提升，希望金融上线一

个月交易额已达到 1732 万元。而 3 周后的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几番。 

维持 
 

市场数据： 2015 年 04 月 24 日 

收盘价（元） 24 

一年内最高/最低（元） 24.1/11.09 
上证指数/深证成指 4394/14599 
市净率 2.9 

息率（分红/股价）   - 
 

流通 A 股市值（百万元） 41479 

注：“息率”以最近一年已公布分红计算 

 

 

基础数据:           2014 年 09 月 30 日 

每股净资产（元） 8.23 
资产负债率% 36.65 
总股本/流通 A 股(百万) 2084/1728 
流通 B 股/H 股（百万） -/- 

 

一年内股价与大盘对比走势： 

 

   

相关研究 
《肉鸡产业链深度研究》 2011/06/02 
《新希望(000876)2010 年报及 2011 年一
季报点评》 2011/04/29 

 

证券分析师 
宫衍海 A0230513040003 

gongyh@swsresearch.com 
赵金厚 A0230511040007  
zhaojh@swsresearch.com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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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1)23297405 
gongyx@swsresearch.com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99 号 
电话：（8621）23297818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财务数据及盈利预测 

 2013   14Q1-Q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69,395  50,947 70,012 82,461 99,007 

同比增长率（%） -5.2 0.24               0.9 17.8 20.1 

净利润（百万元） 1,899 1,573 2,017 3,500 4,320 

同比增长率（%） 10.9  13.05               5.7 73.5 23.4 

每股收益（元/股） 0.91  0.89                 1.09 1.68 2.00 

毛利率（%） 5.9  6.2                 5.9 7.9 8.4 

ROE（%） 14.6  9.2                13.4 18.9 18.9 

市盈率 26  22 14 12 

注：“市盈率”是指目前股价除以各年业绩;“净资产收益率”是指摊薄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ROE 

本公司不持有或交易股票及其衍生品，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为或争取为本报告提到的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本公司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
交易本报告提到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持有比例可能超过已发行股份的 1%，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
围内履行披露义务。客户可通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取有关披露资料或登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露栏目查询。客户应全面理解本报
告结尾处的"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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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起点、新征程！触网战略殷实+业绩高速增长兑现。除了产业互联网战略外，公司出血点基本已经清理完毕，加上畜禽

产品价格筑底回升，公司业绩出现拐点。我们认为，2015 年公司有望出现战略升级（包括必要的催化剂）、业绩加速提

升的共振，目前就是绝佳的布局时点。预计 14-16 年净利润 20.2/35.0/43.2 亿元，其中，农牧及农村金融板块净利润分

别为 3.0/13.0/18.2 亿元，EPS 1.09/1.68/2.00 元（维持原盈利预测，其中农牧及农村金融板块业绩对应 EPS 

0.144/0.62/0.87，其余为民生银行投资）。除了基本面反转、互联网金融布局之外，新希望作为最大的农牧上市公司，

在技术提升、产业链布局还将有更多战略落地，不仅仅只限于互联网金融，持续推荐新希望，维持“买入”评级！一期

目标价格 30 元！ 

 

 云金融：3 月 18 日，公司“希望金融”正式上线。“希望金融”是定向服务于三农的农业互联网金融平台，利用信息技

术创新手段，开展农村市场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推动解决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从业者融资难等问题，为农村小微企业及优

质农户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可靠、安全的融资渠道，填补了传统金融在农村市场的空白。希望金融上线 1 个月

的交易额已达 1732 万元。 

 云养殖：即猪场管理信息化，或者说猪场物联网。是公司在生猪养殖嫁接互联网上，对猪场管理的一次创新变革。旨在

通过信息化管理，搭建大农牧的生态圈，优化广大养猪企业的价值延伸。福达“云养殖”是由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国内

最早运用农场数据管理的闫之春博士带队，在云技术平台上开发的一套规模猪场数据管理系统，已于 2 月正式向广大规

模化猪场用户开放。已上线猪场几十家。 

 云教育：云教育是公司利用线下和线上(O2O)双重培训体系，创建的猪场现场生产培训的养猪大学和福达云学堂。旨在为

农牧企业规模化、标准化、为企业和社会培训养殖人才。目前，公司养猪大学现已培训 516 人次。公司还将自主研发和

推广 E-Learning 互联网在线学习系统，该系统作为福达计划中云系统的一部分，是一个能够承载大量用户进行在线学习

的网上教育系统，辅助福达计划升级内部员工对外普及农牧知识，为线下培训做准备。 

 云服务：为有效保障饲料品质和技术服务，全面提升客户的养殖水平和经济效益而推出。通过提升业务人员与技术人员

的有效沟通，减少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带来的时间浪费，降低四项费用，提升服务的边际效应，为未来降低饲料成本提出

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目前，在广大业务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努力下，福达在线系统应用状况良好，客户数据大量汇

集，养殖地图已经初步建立，福达在线系统已在公司的各大业务区域全面推广。 

 云动保：云动保是公司创立的动保实验室云系统。在山东及周边省市养殖密集区设立多个卫星实验室，通过中心实验室

与卫星实验室联动，构建动保技术的“云系统”。旨在提升技术体系的动保服务能力，为客户养殖安全提供技术支撑。目

前，公司已建立 2 个中心实验室和 33 个卫星实验室，服务范围覆盖二十多个省，可以为养殖户提供免疫抗体的检测，病

原检测，环境、水质、饲料、种蛋等微生物检测等。在现有实验室系统的基础上，公司还将打造线上的云动保体系， 即

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实施疫病远程咨询、远程诊断、疫情预警与动态追踪等，全面升级养殖基地服务管理信息化系统，

全方位对接养殖基地，确保食品产业链全程可控，保障养殖健康，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云农科：是以公司新成立的北京新道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载体， 是公司 2014 年底推出的四大创新平台之一，其突出

的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聚合养猪行业优秀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资源，打造养猪 运营升级平台。该平台以猪场服务

为核心，以“技术 资金”为产业 支撑，帮助广大养猪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运营效益。主要服务模式包括：经营服务、

生产服务、技术服务、融资服务、咨询与培训等。目前，新道路公司管理的母猪群规模已超过 5 万头，猪场 PSY 指标最

高超过 28 头。新道路公司拥有行业顶尖、融汇中西养猪管理技术的专家团队，通过对上下游产业资源的链接和优化组合，

搭建“投资基金 种猪 养殖场 营养饲料 兽药疫苗 肉食加工”的产业运营合作平台，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具有全产业

链能力的养猪管理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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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利润表 

利润表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一、营业收入 73,238  69,395  70,012  82,461  99,007  

二、营业总成本 72,609  68,710  68,827  79,507  95,080  

其中：营业成本 69,316  65,311  65,913  75,948  90,72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  24  24  28  34  

销售费用 1,316  1,314  1,330  1,608  1,960  

管理费用 1,391  1,511  1,610  1,897  2,327  

财务费用  366  500  0  0  0  

资产减值损失 185  41  (50) 26  3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0  0  0  0  

投资收益 1,811  2,135  1,710  2,200  2,500  

三、营业利润 2,449  2,820  2,895  5,154  6,428  

加：营业外收入 139  128  144  170  175  

减：营业外支出 113  138  130  140  150  

四、利润总额 2,475  2,810  2,909  5,184  6,453  

减：所得税 281  318  265  597  791  

五、净利润 2,194  2,491  2,644  4,587  5,662  

少数股东损益 487  593  627  1,088  1,3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7  1,899  2,017  3,500  4,320  

六、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82  0.91  1.09  1.68  2.00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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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

研究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

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资格证书编号

为：ZX0065。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

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本 公 司 在 知 晓 范 围 内 履 行 披 露 义 务 。 客 户 可 通 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 取 有 关 披 露 资 料 或 登 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露栏目查询从业人员资质情况、静默期安排及关联公司持股情况。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Neutral)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5％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
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申银万国使用自己的行业分类体系，
如果您对我们的行业分类有兴趣，可以向我们的销售员索取。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

为客户。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

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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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首页列示的联系人，除非另有说明，仅作为本公司就本报告与客户的联络人，承担联络工作，不从事任何证券投资咨

询服务业务。 

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网站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并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

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证券投资

损失，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

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

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

料的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

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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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资格证书编号

为：ZX0065。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

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本 公 司 在 知 晓 范 围 内 履 行 披 露 义 务 。 客 户 可 通 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 取 有 关 披 露 资 料 或 登 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露栏目查询从业人员资质情况、静默期安排及关联公司持股情况。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Neutral)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5％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
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申银万国使用自己的行业分类体系，
如果您对我们的行业分类有兴趣，可以向我们的销售员索取。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

为客户。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

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

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报告首页列示的联系人，除非另有说明，仅作为本公司就本报告与客户的联络人，承担联络工作，不从事任何证券投资咨

询服务业务。 

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网站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并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

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证券投资

损失，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

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

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

料的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

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